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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CV 和 Qt 简介

“计算机视觉”这一术语的最基本含义是指所有用来增强数字设备视觉效果的方法
和算法。理想情况下，计算机应该能够通过一台标准相机（或其他类型的相机）的摄像
头看见这个世界，并能通过各种计算机视觉算法来检测人脸，甚至对人脸进行识别，还
能统 计 一 个 图 像 中 的 对 象、 检 测 视 频 信 号 中 的 动 作， 以 及 诸 如 此 类 的 很 多 工 作。 乍
一 看 ， 这 只 能 是 对 人 类 才 有 的 期 望。 了 解 计 算 机 视 觉 的 目 标 是 理 解 计 算 机 视 觉 的 最 好
方 式。 计 算 机 视 觉 的 目 标 是 开 发 出 能 完 成 上 述 工 作 的 方 法， 让 数 字 设 备 具 有 观 察 和 理
解 周 围 环 境 的 能 力。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大 多 数 情 况 下， 计 算 机 视 觉 和 图 像 处 理 这 两 个 术
语 是 可 以 互 换 的（尽 管 对 这 一 课 题 的 历 史 研 究 表 明， 计 算 机 视 觉 可 能 研 究 的 是 其 他 内
容）。 但是不管怎样，在这本书中，我们将继续使用“计算机视觉”这一术语，因为这
是当今计算机科学领域中更受欢迎和广泛使用的术语；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将在本章
后面看到，图像处理是 OpenCV 库的一个模块，在本书中我们将用一章来介绍图像处理
的知识。
目前，计算机视觉是计算机科学中最受欢迎的学科之一，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从
检测癌组织的医疗工具，到帮助制作精彩音乐视频和电影的视频编辑软件；从帮助在地图
上定位一个特定位置的目标探测器，到帮助无人驾驶汽车寻找路线的交通信号探测器。很
明显，我们不可能罗列出计算机视觉的所有应用场景，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计算机视觉都将是一门有趣的学科。计算机视觉领域的职业需求正在快速增长，前景
光明。
在 计 算 机 视 觉 开 发 人 员 和 专 家 使 用 的 最 流 行 的 工 具 中， 有 两 个 优 秀 的 开 源 社 区 框
架，你手中拿的这本书就是以它们的名字命名的— OpenCV 和 Qt。每天，世界各地成
千上万的开发人员，从成熟的老牌公司到新兴的创业公司，都在使用这两个开发框架，
为不同行业构建应用程序，你将要在本书中学习这些知识。

2

第1章

本章将介绍以下主题：
T 开源以及跨平台的应用程序开发框架 Qt 的介绍
T 开源以及跨平台的计算机视觉框架 OpenCV 的介绍
T 如何在 Windows、macOS 和 Linux 操作系统上安装 Qt
T 如何在 Windows、macOS 和 Linux 操作系统上构建 OpenCV
T 配置开发环境，使用 Qt 和 OpenCV 框架的组合来构建应用程序
T 使用 Qt 和 OpenCV 构建第一个应用程序

1.1

需要什么
这 是 在 读 完 本 章 引 言 之 后 遇 到 的 一 个 最 显 而 易 见 的 问 题， 但 是 这 个 问 题 的 答 案 也

是我们学习计算机视觉之旅的第一步。本书是为那些熟悉 C++ 编程语言的开发人员准
备 的， 这 些 程 序 开 发 人 员 希 望 可 以 毫 不 费 力 地 开 发 出 在 不 同 的 操 作 系 统 上 都 运 行 良 好
的 强 大 而 漂 亮 的 计 算 机 视 觉 应 用 程 序。 本 书 的 目 的 是 让 你 在 一 个 令 人 兴 奋 的 学 习 之 路
上， 通 过 不 同 的 计 算 机 视 觉 主 题， 专 注 于 动 手 练 习 并 一 步 一 步 地 开 发 出 你 学 到 的 所 有
内容。
任 何 有 足 够 C++ 编 程 经 验 的 开 发 人 员 都 知 道， 如 果 要 使 用 原 始 C++ 代 码 并 依 赖 于
OS 特定的 API 来编写具有丰富视觉效果的应用程序，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几
乎每个 C++ 开发人员（或者至少是那些有一定 C++ 经验的开发人员）都使用一个或另一
个框架来简化这个过程。最广为人知的 C++ 框架就是 Qt。实际上，这即使不是最好的选
择，也是最好选择之一。另一方面，如果目标是开发一个图像处理或可视化数据集的应用
程序，那么 OpenCV 框架可能是首选，并且可能是最流行的选择。这就是本书关注 Qt 和
OpenCV 组合的一个原因。如果不使用 Qt 和 OpenCV 等强大框架的组合，为不同桌面和
移动平台开发高性能计算机视觉应用程序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总之，在读本书之前，请一定保证你至少达到了 C++ 编程语言知识的中级水平。如果
对于类、抽象类、继承、模板或指针之类的术语还不熟悉的话，那么建议先读一本 C++ 的
书。对于其他所有主题，尤其是所有涉及实践的内容，这本书中包含的所有示例和教程都
提供了清晰的解释（或具体的文档参考页面）。当然，要想非常详细而深入地掌握如何在 Qt
和 OpenCV 上实现模块和类，则需要熟悉更多的资源、研究成果，有时甚至是核心的数学
计算，或者是对计算机或操作系统如何在现实世界中执行的底层理解，这完全超出了本书
的范围。但是，我们将对本书所涵盖的所有算法和方法做一个简短的描述，说明这些算法
和方法是什么，如何使用，以及在何时、何处使用，如果愿意继续深入研究的话，我们还
将提供足够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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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 介绍
读者可能已经听说过 Qt，甚至可能不知不觉使用过 Qt。Qt 是许多世界闻名的商业和

开源应用程序的基础，例如 VLC Player、Calibre 等等。大多数财富 500 强公司都在使用 Qt
框架，我们甚至无法知道在世界上许多应用程序开发团队和公司中，Qt 框架是如何广泛使
用和流行起来的。因此，我们就从一个介绍开始，然后一步一步深入。
首先，让我们从头开始简单地介绍一下 Qt 框架。目前，Qt 框架是由 Qt 公司建立和
管理的，它是一个广泛用于创建丰富视觉效果的开源的应用程序开发框架，并且很少或者
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修改就可以创建可在不同操作系统或设备上运行的跨平台应用程序。继
续将 Qt 框架细分，开源是最显而易见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可以访问 Qt 的所有源代码。
对我们而言，所谓丰富的视觉效果，是指在 Qt 框架中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来编写非常漂
亮的应用程序。至于最后一部分 —跨平台，这基本上意味着，如果使用 Qt 框架的模块
和类为微软 Windows 操作系统开发一个应用程序，那么在 macOS 或 Linux 上都可以像在
Windows 上一样编译和构建这个应用程序，而几乎不需要改变任何一行代码，前提是在应
用程序中不使用任何非 Qt 的或特定平台的库。
在编写本书的时候，Qt 框架（或者简称 Qt）在 5.9.× 版本中包括许多通用的开发应用
程序模块。Qt 将这些模块划分为 4 个主要类别：
T Qt 基本模块
T Qt 扩展
T 附加值模块
T 技术预览模块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模块是什么以及包括了什么，我们将在整本书中涉及这些内容。

1.2.1

Qt 基本模块

Qt 保证这些模块在所有受支持平台上都可以使用。这些模块是 Qt 的基础，包含了几乎
所有 Qt 应用程序所使用的大部分类。Qt 基本模块包括了所有的通用模块和类。要注意“通
用”这两个字，因为它们就是用于通用目的的模块。表 1-1 是对现有模块进行快速学习的简
要列表，供以后参考。
表 1-1
模

Qt 模块列表

块

描

述

Qt Core

其他模块使用的核心非图形类

Qt GUI

用于图形用户界面（GUI）组件的基本类，包括 OpenGL

Qt Multimedia

用于音频、视频、收音机和摄像机功能的类

4

第1章

（续）
模

块

描

述

Qt Multimedia Widgets

基于控件（widget）的类，用于实现多媒体功能

Qt Network

使得网络编程更容易、更易于移植的类

Qt QML

用于 QML 和 JavaScript 语言的类

Qt Quick

这是一个声明式框架，用于建立高度动态的具有自定义用户界面的应用程序

Qt Quick Controls

这些是基于 UI 控件的可重用 Qt Quick，用于创建经典桌面风格的用户界面

Qt Quick Dialogs

这些类型用于 Qt Quick 应用系统对话框的创建与交互

Qt Quick Layouts

这些布局组件用于在用户界面中排列基于 Qt Quick2 的组件

Qt SQL

这些类使用 SQL 进行数据库集成

Qt Test

这些类用于 Qt 应用程序和库的单元测试

Qt Widgets

这些类扩展带 C++ 控件的 Qt GUI

更多详细内容，请参考 http://doc.qt.io/qt-5/qtmodules.html。
请注意，在本书中涵盖所有模块和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大多数情况下，我
们围绕那些需要的模块和类进行介绍。但是，在本书的最后，读者可以自己轻松自如地研
究 Qt 内部所有众多而强大的模块和类。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学习如何在项目中包含一个
模块和类。到现在为止，我们不会过多地讨论细节内容，而主要关注让读者对 Qt 到底是什
么以及包含了哪些内容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

1.2.2

Qt 扩展

这些模块可能或不可能在所有平台上都可用。这就意味着，与 Qt 基本模块的通用特性
相反，这些模块是用于开发特定功能的。这类模块的例子是：三维 Qt、Qt 打印支持、Qt 网
络引擎、Qt 蓝牙等等。你随时可以参阅 Qt 文档获得这些模块的完整列表，实际上，Qt 包
含了很多的扩展模块，因此不能一一在这里列出。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查看该列表来了
解这些模块的使用。
若想了解更多有关 Qt 扩展模块的详细信息，可以参考 http://doc.qt.io/qt-5/qtmodules.html。

1.2.3

附加值模块

这些模块提供了附加功能，并提供了来自 Qt 的商业认证。是的，你猜对了，这些模块
在 Qt 的付费版本中才有，而在 Qt 的开源和免费版本中没有提供这些模块。这些附加值模
块主要是为了帮助我们完成一些对于本书来说根本就不需要的非常具体的任务。使用 Qt 的
文档页面可以得到这类模块的列表。
若想了解这方面的更多详细信息，可以参考 http://doc.qt.io/qt-5/qtmodu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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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预览模块

正如这些模块名字所暗示的那样，通常，所提供的这些模块不保证在所有情况下都能
正常工作，它们也许会也许不会包含一些错误或其他问题。由于仍处在开发中，因此仅作
为测试和反馈的预览版提供。一个模块一旦被开发出来并变得足够成熟，并且在之前提到
的其他类别的模块中也可以使用，那么就会将这个模块从技术预览类别中去掉。在编写本
书时，Qt 语音就是这种模块的一个例子，Qt 语音模块旨在对 Qt 应用程序增加从文本到语
音的支持。如果想要成为一个成熟的 Qt 开发人员，那么关注这些模块总是有意义的。
若想了解这方面的更多详细信息，可以参考 http://doc.qt.io/qt-5/qtmodules.html。

1.2.5

Qt 支持的平台

当我们讨论开发应用程序时，平台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含义，包括操作系统类型、操作
系统版本、编译器类型、编译器版本以及处理器架构（32 位、64 位、ARM 等等）。Qt 支持
很多（但不是所有）广为人知的平台，并能在发布时很快赶上新平台的需求。表 1-2 列出
了在编写本书时 Qt 支持的平台列表（Qt 5.9）。要注意的是，读者可能不会使用这里所提到
的所有平台，但是这可以让读者了解 Qt 多么强大以及跨平台的实际意义。
表 1-2
平

台

Qt 支持的平台
编

译

器

说

明

Windows
Windows 10（64 位）

MSVC 2017, MSVC 2015,
MSVC 2013, MinGW 5.3

Windows 10（32 位）

MSVC 2017, MSVC 2015,
MSVC 2013, MinGW 5.3

Windows 8.1（64 位）

MSVC 2017, MSVC 2015,
MSVC 2013, MinGW 5.3

Windows 8.1（32 位）

MSVC 2017, MSVC 2015,
MSVC 2013, MinGW 5.3

Windows 7（64 位）

MSVC 2017, MSVC 2015,
MSVC 2013, MinGW 5.3

Windows 7（32 位）

MSVC 2017, MSVC 2015,
MSVC 2013, MinGW 5.3

MinGW-builds gcc 5.3.0（32 位）

Linux/X11
openSUSE 42.1（64 位）

GCC 4.8.5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6（64 位） GCC 4.9.1

devtoolset-3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2（64 位） GCC 5.3.1

devtoolset-4

Ubuntu 16.04（64 位）

由 Canonical 提供的 G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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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平

台

（Linux 32/64 位）

编

译

器

说

明

GCC 4.8, GCC 4.9, GCC 5.3

macOS
macOS 10.10, 10.11, 10.12

Apple 提供的 Clang

嵌 入 式 平 台：Embedded Linux,
QNX, INTEGRITY
Embedded Linux

GCC

ARM Cortex-A, Intel 主板和基于
GCC 的工具链

QNX 6.6.0, 7.0（armv7le 和 x86）

QNX 提供的 GCC

主机：RHEL 6.6（64 位），RHEL
7.2（64 位），Windows 10（64 位），
Windows 7（32 位）

INTEGRITY 11.4.x

Green Hills INTEGRITY 提供

主机：64 位 Linux

MSVC 2017, MSVC 2015

主机：Windows 10

iOS 8, 9, 10（armv7, arm64）

Apple 提供的 Clang

macOS 10.10 主机

Android（API Level: 16）

Google、MinGW 5.3 提供的 GCC

移动平台：Android, iOS,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UWP)
通 用 Windows 平 台（UWP）（x86,
x86_64, armv7）

主机：RHEL 7.2（64 位），macOS
10.12，Windows 7（64 位）

请参考 http://doc.qt.io/qt-5/supported-platforms.html。
正如将在下一节中看到的，我们将在 Windows 上使用 Microsoft Visual C++ 2015（简称
MSVC 2015）编译器，因为 Qt 和 OpenCV 都非常支持该编译器。我们还将在 Linux 操作系
统上使用 GCC 和在 macOS 操作系统上使用 Clang。所有这些都是免费和开源的工具，或者
由操作系统供应商提供。尽管我们的主要开发系统是 Windows，但是只要 Windows 和其他
版本有区别，我们就会对 Linux 和 macOS 操作系统进行介绍。所以，本书中默认的截图都
是 Windows 的，当这些操作系统之间有重要区别时，我们也提供 Linux 和 macOS 的截图，
如果仅仅是路径、按钮的颜色等有细微差别，则不提供。

1.2.6

Qt Creator

Qt Creator 是一个集成开发环境（简称 IDE），用于开发 Qt 应用程序，也是我们将在本
书中用来创建和构建项目的集成开发环境。值得一提的是，可以使用其他任何集成开发环
境（例如，Visual Studio 或 Xcode）来创建 Qt 应用程序，Qt Creator 不是创建 Qt 应用程序
的必要条件，但它是一个轻量级的、功能强大的集成开发环境，默认情况下它随 Qt 框架安
装程序一起安装。因此 Qt Creator 的最大优势就是与 Qt 框架相结合。
图 1-1 是 Qt Creator 截图，它显示了在代码编辑模式下的集成开发环境。下一章将详细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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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如何使用 Qt Creator，尽管还将在本章后续部分用它尝试进行几个测试，但是不会涉及太多的
细节。

图 1-1

1.3

Qt Creator 截图

OpenCV 介绍
现在介绍 OpenCV，即开源计算机视觉库，如果愿意也可以看作框架，因为 OpenCV

本身是可以互换使用这些名称的，这也可能贯穿全书。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称其
为 OpenCV。让我们先来看看 OpenCV 到底是什么，然后在必要的地方再进行详细介绍。
OpenCV 是一个开源、跨平台的库，用于开发计算机视觉应用程序。由于它关注速度
和性能，因此在其各种模块中包含了数百个算法。这些模块也可以分为两类：主模块和附
加模块。OpenCV 主模块是在 OpenCV 社区中构建并维护的所有模块，是由 OpenCV 提供
的默认包的一部分。
这与 OpenCV 的附加模块不同，后者是将第三方库和接口集成到 OpenCV 构建中时
所需要的或多或少的封装器。下面是不同模块类型的一些示例，每个模块都有一个简短的
描述。值得注意的是，OpenCV 中的模块数量有时候甚至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因此需要
记住的是，只要有什么内容看起来不合适，或者如果某些内容不在原来的位置，就去看看

8

第1章

OpenCV 的文档页面。

1.3.1

主模块

下面是 OpenCV 主模块的一些例子。注意，这些例子只是 OpenCV 中少数的（但可能
是最广泛使用的）模块，这本书没有介绍 OpenCV 的所有主模块，但是对 OpenCV 所包
含的内容有个大致的了解是有意义的，就像在这一章中看到的 Qt 一样。这里将它们列举
出来：
T 核心功能（即 core 模块）包含由其他所有 OpenCV 模块使用的所有基本结构、常量
和函数。例如，在本书的后续章节，我们几乎在每个 OpenCV 示例中都使用了在这
个模块中定义的著名的 OpenCV Mat 类。第 4 章将介绍这个类和 OpenCV 模块紧密
相关的模块，以及 Qt 框架的相应部分。
T 图像处理（即 imgproc 模块）包含很多用于图像滤波、图像变换的不同算法，顾名
思义，用于一般图像处理情况。我们将在第 6 章介绍这个模块及其函数。
T 二维特征框架模块（即 features2d）包括用于特征提取和匹配的类和方法。这些将在
第 7 章进行详细介绍。
T 视频模块包含一些用于诸如运动估计、背景差分以及跟踪等主题的算法，这些模块
以及 OpenCV 的其他类似模块将在第 9 章进行介绍。

1.3.2

附加模块

正如前面提到的，附加模块主要是第三方库的封装器，这意味着这些模块只包含集
成第三方模块所需要的接口或方法。附加模块的一个例子是文本模块，这个模块包含的
接口可以使用图像或光学字符识别（OCR）中的文本检测技术，还会需要这些第三方模
块来完成这项工作，这些内容没有在本书中介绍，但是你总是可以查阅 OpenCV 文档，
以获得附加模块的一个更新列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附加模块的知识。
若想了解更多详细信息，可以参考 http://docs.opencv.org/master/index.html。
OpenCV 支持的平台：如前所述，在开发应用程序的情况下，平台不仅仅是操作
系统。因此，我们需要知道 OpenCV 支持哪些操作系统、处理器架构以及编译器。
OpenCV 几乎和 Qt 一样是高度跨平台的，可以为所有主流操作系统开发 OpenCV
应用程序，这些操作系统包括 Windows、Linux、macOS、Android 以及 iOS。稍
后将看到，我们将在 Windows 上使用 MSVC 2015（32 位）编译器、在 Linux 上使
用 GCC 编译器、在 macOS 上使用 Clang 编译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需要
自己使用其源码来构建 OpenCV，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为上述编译器提供预构建的
二进制文件。但是，稍后将看到，如果有正确的工具和使用说明，那么对于任何
操作系统来说，构建 OpenCV 都将是相当容易的。

OpenCV 和 Qt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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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Qt
本节将详细讲解在计算机上建立完整的软件开发工具包 Qt SDK 所需的各个步骤。我

们将首先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上配置 Qt，并针对 Linux（在我们的例子中是 Ubuntu，但是
对于所有的 Linux 发布版来说几乎是一样的）以及 macOS 操作系统在必要的地方给出注释。
现在让我们开始吧。

1.4.1

Qt 安装准备

为了能够安装和使用 Qt，首先需要创建一个 Qt 账号。尽管这不是强制性的，但仍然
是高度推荐的，因为用这个独立、统一并免费的账号可以访问与 Qt 相关的所有内容。对
于想要安装的所有 Qt 的最新版本，都需要 Qt 账号凭证，只有创建 Qt 账号，才能有 Qt
账号凭证。要这样做，首先需要使用浏览器访问 Qt 网站。这是链接：https://login.qt.io/
login。
图 1-2 是 Qt Account 界面的截图。

图 1-2 “ Qt Account ”界面的截图

在这里，必须先通过“ sign in ”按钮下面的“ Create Qt Account ”链接进入新建账号页
面，并提供你的电子邮件地址。这个过程与在网上创建任何类似账号几乎相同。可能会需
要输入验证码图像来证明你不是机器人或者在电子邮件中单击激活链接。在完成所需过程
之后，你将拥有自己的 Qt 账号（即你的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请记住账号和密码，因为
以后将会用到它们。从这里开始，我们将把它们称为你的 Qt 账号凭证。

10

第1章

1.4.2

在哪里获得 Qt

现在是开始下载 Qt 开发工具的时候了。但是，从哪里开始？ Qt 通过如图 1-3 所示的
Qt 下载网页维护所有官方发布的版本。这是链接：https://download.qt.io/official_releases/。
如果打开浏览器并导航到这个网页，将看到一个非常简单的网页（类似于文件资源管理
器），在此处，需要自己选择正确的文件。

图 1-3

Qt 下载页面

Qt 在这里发布所有的官方工具，并且可以看到“ Last modified ”列持续变化。有些条
目变化频繁，有些则不。现在，我们不会详细讨论这些文件夹中包含的内容及其用途，但
是正如将在本书后面看到的，我们需要的几乎所有工具都在 qt 文件夹下一个单独的安装文
件中。因此，请单击转到以下文件夹：qt/5.9/5.9.1/。
你 会 注 意 到， 在 浏 览 器 的 Web 地 址 中 添 加 了 该 内 容：https://download.qt.io/official_
releases/qt/5.9/5.9.1/。
应当注意到，访问这个页面时，可能会有更新的版本，或者这个版本可能已经不存在
了，如果是这样则需要从前面提到的 Qt 下载页面开始，然后进入最新的 Qt 版本文件夹。
另外，可以使用 Qt 下载主页中的存档链接（https://download.qt.io/archive/）来访问 Qt 之
前的版本。

OpenCV 和 Qt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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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需要从上述文件夹下载的文件：
Windows：qt-opensource-windows-x86-5.9.1.exe
macOS：qt-opensource-mac-x64-5.9.1.dmg
Linux：qt-opensource-linux-x64-5.9.1.run
这些都是预先构建的 Qt 库，包含用于上述操作系统的完整的 Qt SDK。这意味着不需要自
己构建 Qt 库即可使用它们。以下是这些安装文件所包含的一般内容以及我们将使用的工具：
T Qt Creator（4.3.1 版本）
T 所有编译器的预构建库和每个操作系统上支持的架构：
 Windows 上的 Windows 台式机、Windows Mobile
 Linux 台式机
 macOS 台式机和 iOS
 所有平台上的 Android 系统
Introduction to OpenCV and Qt

Windows 用户：Qt 安装包还包括附带的 MinGW 编译器，但是，因为我们将使用
另一个编译器，即 MSVC2015，所以可以不管它，但安装它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How to install?

1.4.3
安装方法
You need
to start the installation by executing the installation files you downloaded. If you

are on a Windows or macOS operating system, then you just need to run the downloaded
需要通过执行下载的安装文件来启动安装。如果是在 Windows 或 macOS 操作系统上，
file. However, if you are using Linux, then you may need to make your downloaded
那么只需运行下载的文件即可。但是，如果使用的是
.run file executable first before being able to actuallyLinux，那么在实际运行之前，可能需
run it. The following command can be
executed
on
Linux
to
make
your
installer
file
executable:
要先下载 .run 可执行文件。在 Linux 上执行下面的命令，以使安装文件可执行：
chmod +x qt-opensource-linux-x64-5.9.1.run

文件，并使用属性对话框将它设置为可执行，如图
1-4
Or,或者，也可以简单地右键单击
you can simply right-click on .run
the .run
file and make it executable using the properties
dialog:
所示。

图 1-4

属性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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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即使没有任何下载操作，仍然需要有效连接互联网，这只是为了确认 Qt 账号
凭证。运行安装程序将展示需要完成的下列一系列对话框。只要确保阅读后并提供所需要
的内容，即可单击“ Next ”“ Agree ”或者类似的按钮继续前进。如图 1-5 所示，需要提供
Qt 账号凭证，以便继续安装。这些对话框在所有操作系统上都是相同的。

图 1-5

运行安装对话框

在这里没有显示其余的对话框，但它们都是一看就能明白的，如果曾经在任何一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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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上安装过任何应用程序，那么肯定已经见到过类似的对话框，一般不需要介绍。
1.4.3.1

Windows 用户

在 为 Windows 安 装 Qt 时， 在“ Select Components ” 对 话 框 中， 确 保 你 选 中 了
“ msvc2015 32-bit ”选项。其余项都是可选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通常安装所有平台（即在
Qt 中所谓的套件）需要更多的空间，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会影响 Qt Creator 的性能。所以，
只要确保选择了真正需要使用的内容即可。在本书中，必须选中“ msvc2015 32-bit ”选项。
对于 Windows 用户来说，需要注意的是，还需要安装 Visual Studio 2015，其中至
少启用了 C++ 桌面开发特性。微软为 Visual Studio 提供了不同类型的许可证。可
以下载社区版供学习使用，这对于本书的例子来说绝对够用了，而且它是免费提
供的。当然使用企业版、专业版或其他版本的 Visual Studio 也很好，只要它们有
MSVC 2015 32 位编译器就行。
1.4.3.2

macOS 用户

在为 macOS 安装 Qt 时，如果 Mac 上没有安装 Xcode，将会看到图 1-6 所示的对话框
（或者是很相似的内容，具体取决于正在使用的 macOS 版本）。

图 1-6

在 Mac 上没有安装 XCode 时出现的对话框

不幸的是，仅仅单击“ Install ”按钮是不够的，这比安装 Xcode 需要的时间要少，
尽管它看起来可能是不二之选。仍然需要确保在 Mac 上安装了 Xcode，或者按下“ Get
Xcode ” 按 钮 并 直 接 从 App Store 下 载， 否 则 在 安 装 Qt 时， 会 遇 到 图 1-7 所 示 的 对
话框。

图 1-7

在 Mac 上没有安装了 Xcode 时出现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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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pp Store 安装 Xcode 的最新版本（在编写本书时，Xcode 的可用版本是 8.3.3），
然后继续安装 Qt。
在“选择组件”（Select Components）对话框中，确保至少选择了 macOS 版本。不需要
其他组件，但是安装了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只不过它们可能会占用很多电脑空间。
1.4.3.3

Linux 用户

在为 Linux 安装 Qt 时，在选择组件对话框中，确保至少选择了桌面 GCC（32 位或
64 位，具体取决于操作系统）。你会注意到将默认安装 Qt Creator，不需要为此选择任何
选项。
Qt 安装完成之后，将在计算机上安装以下应用程序：
T Qt Creator：这是本书中用来构建应用程序的主要 IDE。

Introduction to OpenCV and Qt

T Qt Assistant ：这个应用程序用于查看 Qt 帮助文件。它提供了查看 Qt 文档的有用

功能。尽管如此，Qt Creator 也提供了上下文相关的帮助，而且它也有自己内置的
Qt Designer: This is used to design GUIs using Qt Widgets. Again, Qt Creator
非常方便的帮助查看器。
also has this designer built-in, but in case you prefer using other IDEs rather than
Qt Creator,
then you can stillQt
use
the Designer to help with the GUI design
T Qt the
Designer
：这个应用程序使用
控件来设计图像用户界面。同样，Qt
Creator
process.
也内置了这个设计器，但是如果喜欢使用其他集成开发环境而不是 Qt Creator，那
Qt Linguist: This is an excellent aid if you will be building multilingual
么仍然可以使用
Designer
来帮助完成
的设计过程。
applications. Qt
Linguist
helps withGUI
easier
transl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files into your build.
T Qt translated
Linguist ：如果要构建多语言应用程序，这是一个很好的辅助。Qt
Linguist 帮助
完成翻译以及将翻译后的文件整合到构建结果中。
For Windows and macOS users, this is the end of the story for Qt installation, but Linux
对于
和 macOS
安装已经结束了，但是
Linux
用户还需要继续
users
stillWindows
need to take
care of用户来说，Qt
a few more things,
namely installing th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building
tools,
and some required runtime libraries for Linux. Qt always uses
处理一些事情，即为
Linux
安装应用程序开发、构建工具以及一些必需的运行时库。Qt
总
the compiler and build tools provided by the operating system. Linux distributions usually
是使用由操作系统提供的编译器和构建工具。在默认情况下，Linux 发布版本通常不包括这
do not, by default, include those tools since they're only used by developers and not used
些工具，因为只有开发者才会使用它们，而普通用户不需要。因此，要安装这些工具（如果
by regular users. So, to install them (if they're not installed already) you can run the
following command
from a terminal:
还没有安装的话）
，可以从终端运行以下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libgl1-mesa-dev

Qt refer
文档页面，
获取
Linux 所有发布版本所需的命令，但是，在这本书中，我
You可以参考
can always
to the Qt
documentation
pages for required commands by all Linux
distributions, but, Ubuntu/Debian。但请注意，通常情况下，这些命令在所有
in this book, we'll assume the distribution to be Ubuntu/Debian;
们假设发布版本是
Linux 发布版
however, note that usually, the commands are very similar in the pattern for all Linux
本的模式中都非常相似。
distros.
若要了解更多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http://doc.qt.io/qt-5/linux.html。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is, you can refer to http://doc.qt.io/qt-5/linux.html.

1.4.4

测试 Qt 安装

现在，可以安全地运行
Qt Creator，并用它创建出色的应用程序了。让我们先确保安
Testing
Qt installation

装的
You Qt
can能正常工作。现在不要为细节而烦恼，因为我们会在本书中涉及所有细节，如果认
now safely run Qt Creator and create wonderful applications with it. For now, let's
just make sure our Qt installation is working correctly. Don't bother
with the details now,
为还不了解后台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更不要担心了。只要运行
Qt Creator，并单击“
New
since we'll be covering it all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book, and especially don't worry if you
Project ”按钮，如图 1-8 所示。
think you don't understand what's really going on behind the scenes. Just run Qt
Creator and press the big New Project button seen, as follows:

OpenCV 和 Qt 简介

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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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Qt Creator，单击“ New Project ”按钮

在接下来出现的窗口中，选择“ Application ”“ Qt Widgets Application ”，然后单击
“ Choose ”按钮，如图 1-9 所示。

图 1-9 “ New Project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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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窗口中，需要提供一个名称和文件夹（测试项目将在这里创建），然后单击
“ Next ”继续前进。如果想让 Qt 项目有专用的文件夹，请务必选中“ Use as default project
location ”复选框。只需这样做一次，之后创建的所有项目都将在该文件夹中。现在，输入
一个名称和路径，因为我们只需测试安装的 Qt，所以先不选中复选框，然后单击“ Next ”。
将会看到类似于图 1-10 的截图。

图 1-10

单击“ Next ”之后看到的界面

图 1-11

工具包选择界面

OpenCV 和 Qt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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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窗口中（如图 1-11 所示），需要选择一个工具包（kit）来建立应用程序。请
选择一个其名称以 Desktop Qt 5.9.1 开头的工具包，然后单击“Next ”。取决于 Qt 安装过程
中选择的组件，在这里可能有多个选择，也取决于操作系统和系统上安装的编译器，可能
有不止一个名称以 Desktop 开头的工具包，所以一定要选择本书中将使用的编译器，包括：
T Windows 上的 msvc2015 32 位编译器
T macOS 上的 Clang 编译器
T Linux 上的 GCC 编译器
在根据前面的介绍选择正确的工具包之后，可以单击“ Next ”继续前进。
在接下来的两个窗口中，实际上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只需要单击“ Next ”应该就足够
进行 Qt 安装的测试了。第一个窗口让一个新类的创建变得更加容易，第二个窗口允许选择
一个版本控制工具并跟踪代码的变化，如图 1-12 所示。

图 1-12

类信息和工程管理窗口

在最后一个窗口单击“ Finish ”按钮之后，将进入 Qt Creator 的编辑模式。在下一章
中，我们将讨论 Qt Creator 的不同方面，现在，只需单击“ Run ”按钮（或按 Ctrl+R）开始
编译测试（还是空的）应用程序，如图 1-13 所示。
取决于计算机速度，构建过程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完成。稍后，应该看到运行中的你的
第一个测试 Qt 应用程序。它只是一个空的应用程序，类似于在图 1-14 中所看到的内容，
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我们安装的 Qt 能够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工作。显然，空 Qt 应用程序
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上看起来可能有些不同，不同的视觉选项可能会影响整个外观或显示
窗口的方式。然而，新构建的应用程序应该与在图 1-14 中看到的窗口完全相同（或非常
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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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Qt Creator 内的编辑模式界面

图 1-14

建立空应用程序的界面

OpenCV 和 Qt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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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应用程序没有显示出来，请一定要重新按说明操作一次。另外，确保没有任何 Qt
安装上的冲突或者其他可能干扰 Qt 安装的设置。对于 Qt Creator 或其他 Qt 工具的意外行
为，总是可以通过文档页面以及 Qt 社区来寻找答案。作为长时间存在的一个开源项目，
Qt 已经拥有了一大批忠实的用户，他们渴望在互联网上分享他们的知识，并回答 Qt 用户
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最好一直关注 Qt 社区，你已经有了一个统一的 Qt 账号，可以用这
个账号来访问 Qt 论坛。其用户名和密码与之前在 Qt 安装过程中创建的用户名和密码是一
样的。

1.5

安装 OpenCV
这一节将学习如何使用其源码构建 OpenCV。稍后将看到，与本节的标题不同，我们

没有像在安装 Qt 时所体验的那样真正去安装 OpenCV。这是因为 OpenCV 通常不会为所有
编译器和平台提供预构建的二进制文件，事实上，OpenCV 并没有为 macOS 和 Linux 提供
预构建的二进制文件。在 OpenCV 最新的 Win Pack 中，只包含了 MSVC 2015 64 位编译器
的预构建二进制文件，这与我们将要使用的 32 位版本不兼容，所以不妨考虑学习一下如何
自己来构建 OpenCV。这对建立一个满足需要的 OpenCV 框架库也是有好处的。你可能想
要去除一些选项，使 OpenCV 安装更轻便，或者你可能想要针对另一个编译器进行构建，
比如 MSVC 2013。因此，有很多理由让你从源码亲自构建 OpenCV。

1.5.1

为构建 OpenCV 做准备

互联网上大多数开源框架和库，或者至少是那些想要保持 IDE 中性的开源框架和库
（这意味着，使用任意一个集成开发环境配置并建立不依赖特定的集成开发环境就能够工作
的一个项目），都使用 CMake 或类似的 make 系统。我猜想这也回答了某些问题，例如，我
为什么需要 CMake ？为什么不能只给出库以及用它来做什么呢？或者其他类似的问题。这
里，我们需要 CMake 以便能够使用源代码来配置和构建 OpenCV。CMake 是一个开源并跨
平台的应用程序，可用于配置和构建开源项目（或者应用程序、库等等），可以下载并在前
几节中介绍到的所有操作系统上使用 CMake。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从 CMake 网站下载页面
可以下载 CMake 的 3.1.1 版本 (https://cmake.org/download/)。
请一定在继续下一步之前，将其下载并安装在电脑上。安装 CMake 时除了应该确保安
装 GUI 版本之外，没有其他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因为我们在下一节中将要用到 GUI 版
本，在前面提供的链接中这是默认选项。

1.5.2

在哪里获得 OpenCV

OpenCV 在其网站的发布页面（http://opencv.org/releases.html）维护其官方的稳定版本，
如图 1-15 所示。

OpenCV 和 Qt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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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将“ Where to build the binaries folder ”设置为任意一个文件夹，但是通常在源代码
文件夹下创建一个名为“ build ”的子文件夹，并将其选为二进制文件夹。
在设置了这两个文件夹之后，可以单击“ Configure ”按钮继续前进，如图 1-16 所示。

图 1-16

文件夹设置页面

单击“ Configure ”按钮将启动配置过程。如果文件夹还不存在的话，可能会要求创建
构建文件夹，需要通过单击“ Yes ”按钮来完成文件夹的创建。如果仍然觉得只是在重复书
里的内容，不必担心。当继续按这本书和说明操作时，这些重复不会再现。现在，让我们
专注于在计算机上构建并安装 OpenCV。考虑到这个安装过程并不仅仅是单击几个“ Next ”
按钮那样简单，一旦开始使用 OpenCV，一切都会有答案。因此，在接下来将要出现的窗
口中，请选择正确的生成器并单击“ Finish ”。关于每个操作系统上的正确生成器类型，请
参考以下说明：
Windows 用户：需要选择 Visual Studio 14 2015。请确保没有选择 ARM 或 Win64 版
本或其他 Visual Studio 版本。
macOS 和 Linux 用户：需要选择 Unix Make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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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在 CMake 中 看 到 一 个 简 短 的 过 程， 当 它 完 成 时， 就 能 够 设 置 各 种 参 数 来 配 置
OpenCV 构 建。 这 里 有 许 多 参 数 需 要 配 置， 所 以 只 需 要 处 理 那 些 对 我 们 有 直 接 影 响 的
参数。
一 定 要 记 得 选 中“ BUILD_opencv_world ” 选 项 旁 边 的 复 选 框， 这 将 允 许 把 所 有
OpenCV 模块构建到一个库中。所以，如果在 Windows 上，将只有一个包含所有 OpenCV
函数的 DLL 文件。稍后将看到，这样做的好处是在部署计算机视觉应用程序时，只需要一
个 DLL 文件就可以了。当然，最明显的缺点是，安装的应用程序会需要更大的空间。可
是，稍后将会再次证明降低部署的难度是非常有用的。
在更改了构建参数之后，需要再次单击“ Configure ”按钮。请等待重新配置完成，
最后单击“ Generate ”按钮，这将使 OpenCV 构建就绪。在接下来的部分，如果使用的
是 Windows、macOS 或 Linux 操作系统，将需要执行一些稍有不同的命令，下面将其列
出来：
Windows 用户：跳转到早些时候在 CMake 中设置的 OpenCV“ build ”文件夹（在我们
的例子中，该文件夹是“ c:\dev\opencv\build ”）。这里应该有一个 Visual Studio 2015 解决
方案（即 MSVC 类型的项目），可用其轻松地执行并构建 OpenCV。在 CMake 页面上，还
可以立即单击“ Generate ”按钮右边的“ Open Project ”按钮。也可以只运行 Visual Studio
2015，并打开刚刚为 OpenCV 创建的解决方案文件。
在 Visual Studio 打开之后，需要从“ Visual Studio ”主菜单中选择“ Batch Build ”。它
就在“ Build ”的下方，如图 1-17 所示。

图 1-17

Visual Studio 主菜单界面

确保在“ Build ”这一列中“ ALL_BUILD ”和“ INSTALL ”的复选框都已选中，如
图 1-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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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测试
OpenCV 安装
Testing
OpenCV
installation

The worst
is past us, and we are now ready to dig into the world of Computer Vision and
对于我们来说最棘手的情况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准备好深入了解计算机视觉世界，
start building exciting applications using Qt and OpenCV. Although this one last step is
并开始使用
Qt 和 OpenCV
来构建令人兴奋的应用程序了。尽管这是最后一步，将其称为
called
Testing OpenCV,
it's actually
the first Qt+OpenCV application that you'll write, as
simple
as it may
seem at first. Our aim in this section is not
to bother with
any details of
OpenCV
测试，但是这实际上是你将要编写的第一个
Qt+OpenCV
应用程序，这看起来很简
how单。这一节中，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要费心地详细了解事情是如何工作的，以及后台发生
things are working and what goes on behind the scenes, but just to make sure we have
configured everything correctly and avoid wasting time with configuration-related issues
later了什么，只需要确保我们已经正确配置了所有的设置，并避免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因配置
in the book. If you have followed everything as it was described and executed all
instructions
in the correct order, then by now, you shouldn't be worrying about anything,
相关的问题而浪费时间。如果已经按照所描述的去做了，并按照正确的顺序执行了所有
but指令，那么现在就不需要担心任何事情，但是最好还是去验证一下，这就是我们现在要
it's always best to verify, and that is what we'll do now.
So, 做的。
we'll verify our OpenCV installation with a very simple application that reads an image
file from因此，我们将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应用程序（从硬盘读取一个图像文件并显示这个图
the hard disk and just displays it. Again, don't bother with any code related details
since we'll cover it all in the upcoming chapters and just focus on the task at hand, that
像）去验证
OpenCVinstallation.
的安装。同样，不必关心任何代码细节，因为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
is testing
our OpenCV
Start by running Qt Creator and creating a new Console
Application.
You have already done a veryOpenCV
similar task
before when Qt
youCreator
were testing
your
中进行介绍，这里我们只专注于测试
安装。首先运行
并创建一个新的
Qt installation.
You
need
to
follow
exactly
the
same
instructions,
except
instead
of
Qt
控制台应用程序。之前在进行 Qt 安装测试时，就已经完成了一项非常类似的任务了。需要
Widgets, you have to make sure you select Qt Console Application. Repeat all of the
遵循完全相同的指令，并且必须确保选择
控件程序。像前面那样重复所有
similar
steps like before, until you end up in QtQt，而不是
Creator editQt
mode.
If you are asked about
build
system just select qmake, which
should
be selected by default, so you just need
类似的步骤，直到最终进入
Qt Creator
编辑模式。如果界面要求你构建系统，只需要选择
to move
forward. Make sure to give a name such as QtCvTest to your project. This time,
qmake，这应该在默认情况下选择，所以只需要继续执行下一步。请确保为项目起了类似
instead of clicking on the Run button, double-click on your project's PRO file, which you
“find
QtCvTest
Run ”按钮，而应双击项目
PRO 文件，可以
can
in the ”这样的名字。这次，不要单击“
explorer at the left side of the Qt Creator
screen, and add the following
line
在浏览器
Qt Creator
屏幕左侧找到这个文件，并在项目
PRO 文件的末尾添加以下代码行：
at the
end of your
project's
PRO file:
include(c:/dev/opencv/opencv.pri)

请注意，这实际上是一种应该避免的硬编码类型，正如将在后面章节中看到的那样，
Note that
this, in fact, is a type of hard-coding that should always be avoided, and as we'll
see 我们将编写更复杂的
in the later chapters, we
will
write more sophisticated PRO files that work on all
PRO
文件，这些文件可以在所有操作系统上工作，而不需要更改任何
operating systems without changing a single line; however, since we're just testing our
一行代码。但是，因为我们只是在测试 OpenCV 安装，所以现在可以继续使用一些硬编码
Chapter 1
OpenCV installation, it is OK for now to go ahead with a little bit of hard-coding to simplify
来简化一些事情，以便不会被更多的配置细节淹没。
things a little bit and not overwhelm you with more configuration details.
So, back to what
we were doing, the moment you save your
byPRO
pressing
Ctrl + S,
那么，回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上，此时按
CtrlPRO
+ S file
保存
文件，注意，在项目浏览
you will notice a quick process and update in the project explorer and the opencv.pri file
器中将有一个快速过程和更新，并且 opencv.pri 文件会出现在浏览器中。从这里开始，可以
will appear in the explorer. You can always change the contents of opencv.pri from here,
随时改变
opencv.pri
的内容，但是可能永远都不需要这样做。请忽略注释行，并确保
PRO
but you will
probably
never need
to do it. Ignore the Comment-Like lines and make sure
your PRO文件与如下内容类似：
file is similar to what I have here:
QT += core
QT -= gui
CONFIG += c++11
TARGET = QtCvTest
CONFIG += console
CONFIG -= app_bundle
[ 42
TEMPLATE = app
SOURCES += main.cpp
DEFINES += QT_DEPRECATED_WARNINGS
include(c:/dev/opencv/opencv.pri)

]

This simple line of code in our project's PRO file is basically the result of all of our efforts in
this chapter. Now, we are able to add OpenCV to our Qt projects by simply including this
simple piece of code in every Computer Vision project that we want to build using Qt and
Open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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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 console
CONFIG -= app_bundle
TEMPLATE = app
SOURCES += main.cpp
DEFINES += QT_DEPRECATED_WARNINGS
第1章
include(c:/dev/opencv/opencv.pri)

This simple line of code in our project's PRO file is basically the result of all of our efforts in
this chapter. Now,
wePRO
are able
to add OpenCV to our Qt projects by simply including this
项目的
文件中的这些简单的代码行基本上就是这一章中我们所有努力的结果。现
simple piece of code in every Computer Vision project that we want to build using Qt and
在，我们可以将 OpenCV 添加到 Qt 项目中了，要这样做，只需在我们想用 Qt 和 OpenCV
OpenCV.
构建的每个计算机视觉项目中包含这段简单的代码即可。
In the upcoming chapters, we'll learn about PRO files in Qt and everything about the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学习 Qt 中的 PRO 文件以及关于上述代码的所有内容，但是，
preceding code; however, for now let's just move on knowing that this file is responsible for
现在让我们继续了解一下这个负责我们项目配置的文件。显然，最后一行表示我们想要在
our project's
configurations. So, the last line, which is pretty much self-explanatory, simply
means weQtwant
to add OpenCV
and libraries to our Qt project.
项目中添加
OpenCVinclude
include headers
头文件和库文件。

OpenCV
文件，将其内容变成与下面
Now, you can现在，可以实际编写一些
actually write some OpenCV
code. 的代码。打开
Open up your main.cpp
main.cpp
file and change
the contents
of it to make it similar to this:
类似的代码：
#include <QCoreApplication>
#include "opencv2/opencv.hpp"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QCoreApplication a(argc, argv);
using namespace cv;
Mat image = imread("c:/dev/test.jpg");
imshow("Output", image);
return a.exec();
}

[ 43 ]

图 1-19

单击“ Run ”按钮后显示的图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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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默认情况下，main.cpp 文件应该已经包含了上面代码中的大部分内容，可以注意到
顶部的 include 行，以及负责从计算机读取和显示测试图像的 3 行代码。可以将路径替换
成其他任意的图像（只要确保是到现在为止一直使用的 JPG 或 PNG 文件就可以），请确保
图像文件已经存在并且可以访问，这非常重要，否则，即使安装正确，测试也可能会失败。
整个代码几乎是自解释的，现在不必修改代码，因为只是在测试所构建的 OpenCV，只要
单击“ Run ”按钮，就可以显示图像文件了。在你的计算机上，会看到与图 1-19 类似的
界面。

1.6

小结
本章介绍了计算机视觉的一般概念以及 Qt 和 OpenCV 框架，学习了总体模块结构，还

简要介绍了这些模块在所有平台上的跨平台程度。接着学习了如何在计算机上安装 Qt 以及
如何使用其源代码构建 OpenCV。到目前为止，你应该有足够的信心，除了本章提到的标
准构建，甚至还可以尝试一些不同的配置来构建 OpenCV。通过简单地查看它们所包含的
文件夹和文件，探索这些大型框架的一些未知和深层的部分总是有益的。最后，学习了如
何配置计算机开发环境，使用 Qt 和 OpenCV 构建应用程序，甚至构建了第一个应用程序。
在下一章，将首先构建一个控制台应用程序，之后继续构建一个 Qt 控件应用程序，从而了
解更多关于 Qt Creator 的知识。你还将学习 Qt 项目的结构以及如何在 Qt 和 OpenCV 框架
之间创建一个跨平台的集成。下一章是实际的计算机视觉开发和编程范例的开始，这将在
整本书中为我们的实践范例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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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Qt 和 OpenCV 框架问世并被引入开源社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直到最近人
们才开始意识到将这两者结合使用的优势，而且这种结合在计算机视觉专家中越来越流行。
我们很幸运，正处于几乎不需要花费多大力气，就可以很轻松地将这两个框架组合在一起
的历史阶段。
这两个框架的稳定性也没有问题，利用这两个框架创建的应用程序可以在较为敏感的
硬件上运行。在互联网上简单搜索一下，就能说明这一点。本章将用到的 Qt Creator 已发展
成为相当成熟的集成开发环境（简称 IDE），它可以提供非常简单的机制来利用 OpenCV 集
成和构建计算机视觉应用程序。现在，我们略过第 1 章中的安装和配置问题，只关注如何
利用 OpenCV 和 Qt 构建应用程序。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细致地学习 Qt Creator IDE 以及如何利用它来创建工程项目，在本
书的余下部分以及所有创建的应用程序中都将用到 Qt Creator。你将体验到 Qt Creator 的所
有优势，并从其易用性、外观等方面体会到它为什么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IDE。你将了解 Qt
Creator 的设置和细节，以及如何更改它们以满足你的需要。你同时将学习 Qt 项目文件、源
代码、用户界面等等诸多内容。我们将详尽地展示利用 Qt Creator 创建工程项目应用的细
节，为第三章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我们也会在本章中介绍一些有用的细节，使你对真实项
目的结构有一个清晰的理解。这些主题都将在创建应用程序的上下文中讨论，这样就可以
通过重复本章中的学习任务来更好地理解这些内容。
注意，在本章中学习到的知识将在未来为你节约大量的时间。当然，这需要真正
地在电脑上全部重复这些学习内容，并且利用 Qt Creator 编写 C++ 程序，即使是
进行非 Qt 应用程序开发时，也可以尽力去运用这些知识。
最后，我们将以创建一个实际的计算机视觉应用程序并将某些基本图像处理算法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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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图像来结束这一章。本章的目的是帮助你了解本书将用到的一些主要概念，如信号、槽、
控件等，为学习本书的其余内容做准备。
本章将介绍以下主题：
T Qt Creator IDE 的配置与使用
T 创建 Qt 项目
T Qt Creator 控件
T 创建跨平台的 Qt+OpenCV 工程项目文件
T 使用 Qt Creator 设计用户界面
T 使用 Qt Creator 编写用户界面代码

2.1

什么是 Qt Creator
Qt Creator 与 Qt 框架是不一样的。是的，这个说法是对的。Qt Creator 只是由 Qt 框架

创建并为其服务的 IDE。对于刚接触这些术语的人来说，可能会感到迷惑。那么，这到底是
什么意思呢？在一个非常基本的定义中，其含义是可以利用 Qt Creator 或者其他 IDE 创建
Qt 应用程序。在某些时候，当 Qt 框架具有丰富的类和函数时，Qt 的开发维护者们尝试利
用 Qt 框架本身来创建 IDE。一个摆脱了操作系统与 C++ 编译器类型的 IDE 就此诞生了。Qt
Creator 是一个能够更好地支持与 Qt 框架集成的 IDE，Qt Creator 开源（这意味着开发者可
以免费使用它）、跨平台，并且包括了 IDE 所需的几乎所有工具。图 2-1 是一个“ Qt Creator
Welcome ”界面的截屏。

图 2-1 “ Qt Creator Welcome ”界面的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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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我们将使用 Qt Creator 的所有特性，但在深入学习之前，可以先了解一下它的
功能。下面是 Qt Creator 的一些最重要特性：
T 使用会话管理多个 IDE 状态
T 多个 Qt 项目管理
T 用户界面设计
T 代码编辑
T 在所有 Qt 支持的平台上构建和运行应用程序
T 应用程序调试
T 上下文相关帮助
根 据 你 自 身 的 需 求， 可 以 用 更 多 内 容 来 扩 展 这 个 列 表， 但 是 在 上 述 列 表 中 提 到 的
内 容 本 质 上 就 是 一 个 IDE 的 定 义， 这 应 该 是 一 个 应 用 程 序， 它 提 供 所 有 必 需 以 及 必
不可少的应用程序开发工具。而且，总是可以查阅 Qt 文档获取 Qt Creator 附加功能的
说明。

2.2

IDE 一览
在这一部分，将简要介绍一下 Qt Creator 的组成部分。这就像当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时，

首先需要了解一下周围的环境一样。起初，可能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差别，但是慢慢地，你
会意识到这两者实际上是非常类似的。你会发现在阅读这本书时，一直会用到 Qt Creator 开
发环境，并希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无论是在职业生涯、个人项目还是在学习中，也会
用到 Qt Creator。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亲身体验之旅，去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让我们回顾一下本章的
第一个图（图 2-1），在图 2-1 中看到的是初始化的 Qt Creator 界面，稍后将看到，这是 Qt
Creator 的欢迎模式界面。你可能会注意到界面上显示的图标与颜色可能与电脑上有一些不
同，即使安装的是同一个版本的 Qt。不必担心这个，稍后会看到，这仅仅是主题的不同，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不同的主题。事实上，你将在本书中看到 Qt 不同主题的界面，
这仅仅是外观和感觉的差别，与功能无关。我们是以一种可以在不同的模式之间快速、方
便地进行切换的方式来设计 Qt Creator 的。切换到每种模式几乎完全改变了 Qt GUI 主界面
中的内容，并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独特的作用。让我们看看 Qt 支持哪些模式以及它们
的功能是什么。

2.2.1

Qt Creator 的模式

Qt Creator 有 6 种不同的模式用于打开工程项目、编辑代码、设计用户界面等等。让我
们看看以下列表，然后试着了解它们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
T 欢迎（Welcome）

创建第一个 Qt + OpenCV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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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编辑（Edit）
T 设计（Design）
T 调试（Debug）
T 工程项目（Projects）
T 帮助（Help）
在对这些内容进行详细讲解之前，相信你已经注意到了，可以使用 Qt Creator 界面左
侧的按钮来切换不同的模式，如图 2-2 所示。
对于 Qt Creator 所有的功能项，都有一个专用的键盘快捷键，而不同模式之间的切换
也与此类似。只需将鼠标箭头停留在快捷键上片刻，不需要单击，就会弹出一个提示框，
提供有关屏幕上的这个快捷键的更多信息。利用刚刚介绍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热键
对应的功能，因此，我们不再一一介绍整个快捷键列表。正如在图 2-3 中看到的，把鼠标
光标放在“ Design ”模式按钮上，弹出的内容说明该按钮的用途是“切换到设计模式”，并
且键盘快捷键是“ Ctrl + 3”。

图 2-2

Qt Creator 界面左侧的按钮

图 2-3

键盘快捷键界面

我们将学习 Qt Creator 中更多有关不同模式的知识及其用途，你应该注意到，列出并
介绍 Qt Creator 中的所有功能细节不在本书的范围之内。但是，对于在本书中将会用到的
有关 Qt Creator 的所有内容，我们都将予以详尽介绍。Qt Creator 以及有关 Qt 的所有内容
都在迅速发展，读者最好持续关注文档页面，并尝试自己去使用文档页面上最新或更改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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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

欢迎模式

这是打开 Qt Creator 时的初始模式，使用左边的“ Welcome ”按钮（如图 2-4 所示）随
时可以切换到该模式。
关于这种模式最重要的一点是，实际上它有三个子模式，即：
T 项目（Projects）
T 示例（Examples）

图 2-4 “ Welcome ”按钮

T 教程（Tutorials）
1. 项目
该屏幕（即欢迎模式的子模式）可用于使用“ New Project ”按钮创建新的 Qt 项目。
这个创建过程已在第 1 章中简单地介绍过了。如果单击“ Open Project ”按钮，也可以打
开保存在计算机上的任何项目。还有一个“ Recent Projects ”列表，这个列表很有用，可
以提醒你正在进行的工作并提供访问它们的快捷方式。该模式下，“ Sessions ”部分也会
出现，这是 Qt Creator 最有趣的特性。需要时，“ Sessions ”可用于存储和恢复 IDE 状态。
在本书中，我们不会讨论“ Sessions ”，但如果正确使用该功能，在开发过程中就可以节
省大量时间。
用一个例子可以很容易理解 Qt Creator 中“ Sessions ”的功能。比如说，你正在进
行某个项目，在 Qt Creator 中打开了一些项目，或者在代码中设置了一些断点，等
Sessions ”中，并且可以通过会话之间的切
Creating Our等。所有类似的信息都存储在所谓的“
First Qt and OpenCV Project
换轻松地进行恢复。
If you click on the New Project button, you will be presented with the New
如果单击“
Newallows
Project
”按钮，将看到一个新建工程项目窗口，该窗口允许根据想
Project window,
which
you
to choose a project type (or template) based on what you
want
to develop. As you'll see later on, we'll be。稍后会看到，我们只用到了“
using the Applications/Qt Widgets
要开发的项目来选择相应的类型（或模板）
Applications/Qt
Application and Library/C++ Library options only, because it's not in the scope of this book
Widgets Application ”和“ Library/C++ Library ”选项，浏览所有可能的 Qt 工程项目模板
to go through all possible Qt project templates; however, as you can see in the following
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不过，正如在图
2-5three
中看到的，新建工程项目窗口由三部分组成，
screenshot,
the New Project window consists of
sections, and you can get a very
helpful
description of each project type by simply choosing them. As soon as you click on
可以通过简单地选择来获得对每个项目类型的非常有用的描述。一旦在第一个和第二个列
any project types using the first and second lists (in the following screenshot), their
表中单击任意一个项目类型（如图 2-5 所示），它们所对应的描述就将出现在第三个窗体中。
description will appear in the third pane. Here's the description that appears when you
下面是当选择“
Qt Widgetsproject
Application
”工程项目类型时出现的描述（请参阅图
select
Qt Widgets Application
type (see
the following image, especially pane 2-5，特别
number
3):
是 3 号窗体）
：
Creates a Qt application for the Desktop, including a Qt Designer-based main
window
Preselects a desktop Qt for building the application if available
Supported platforms: Desktop

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模板对应于不同的项目。通过浏览各种选项可以了解项目类型，
As you can
see, it contains a very helpful insight into what kind of project this type of
template
is meant for. Try going over all of the various options to familiarize
yourself with
即使是那些暂时不会用到的项目类型，去了解一下也是有益的，图
2-5 是新建工程项目的
the project types. It's a very good idea to be aware of the possible project types, even if you
屏幕截图。
won't use them right away. The following is a screenshot of the New Project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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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工程项目的屏幕截图

2. 示例
这部分是 Qt Creator 中我最喜欢的部分，并且毫无疑问，了解这部分内容并且能够熟
练地使用，也是 Qt 学习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这里有很多带注释的例子，只要点击一下就
可以构建。在示例中还有一个“ Search ”栏，使用关键字可以搜索不同的示例。
3. 教程
这部分内容与示例非常相似，从某种意义上说，教程可用来培训 Qt 开发人员，两者之
间主要的区别在于教程包含了视频演示与示例。一定要定期浏览教程内容，这样可以及时
了解最新特性及其使用方法。
在跳转到下一个 Qt Creator 模式（即编辑模式）之前，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工
程项目。本章的其余部分我们将会用到该示例，通过该项目可以学习其余模式。
现 在 你 已 经 熟 悉 了 欢 迎 模 式， 可 以 继 续 创 建 新 的 Qt 控 件 应 用 程 序 (QT Widgets
Application)。在第一章中，在进行 Qt 与 OpenCV 安装测试时，就已经创建了一
个项目。本章，只需要重复同样的步骤就可以了。这次将项目命名为“ Hello_Qt_
OpenCV ”，下面是需要执行的步骤：
T 在“ Welcome ”模式下，单击“ New Project ”按钮，或者按 Ctrl + N 组合键。
T 在“ New Project ” 窗 口 中， 先 选 择“ Application ”， 然 后 选 择“ Qt Widgets
Application ”。
T 将项目名称设置为“ Hello_Qt_OpenCV ”，然后选择一个文件夹，用于存放将创建
的项目。如果以前就这样做过，并选中过“ Use as default project location ”复选框，
则不需要更改关于创建项目所在文件夹的相关内容。然后单击“ N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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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取决于操作系统，选择一个桌面工具包选项。然后单击“ Next ”。
T 类 信 息 不 做 设 置， 默 认 情 况 下 应 该 是“ MainWindow ”， 这 是 可 以 的， 单 击
“ Next ”。
T 在项目管理页面上，单击“ Finish ”，完成项目创建。现在，项目已经准备就绪，可
以学习本章其他的示例和主题了。
2.2.1.2

编辑模式

利用 Qt Creator 进行项目开发时，将频繁地使用编辑模式。编辑模式主要用于代码编
辑，以及处理与 Qt 工程项目有关的所有文本源文件。使用屏幕右侧
的“ Edit ”按钮，可以切换到编辑模式，如图 2-6 所示。
让我们先看看在编辑模式中不同窗体的屏幕截图。如图 2-7 所
示，编辑模式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用数字 1 突出显示的部分是主要代

图 2-6 “ Edit ”按钮

码编写区，2 是左侧工具条，3 是右侧工具条。默认情况下，只有左侧工具条是可见的，但
是可以使用屏幕两侧底部箭头所指的小按钮来打开或关闭这些工具条。需要注意的最重要
的一点是，左右两边的工具条以及代码编写区域所在的窗体都可以拆分和复制，并且可以
通过两侧顶部箭头所指的按钮来改变它们的模式。

图 2-7

编辑模式的窗口截图

主代码编辑区是一个轻量级代码编辑器，具备代码完成、代码高亮和上下文相关帮
助等功能，这些基本上都是你将使用到的最重要的功能。稍后将看到，可以使用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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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字体等对代码编辑区进行设置。也可以使用顶部的“ split ”按钮拆分代码编辑器
区，以同时处理多个文件。试着键入一些代码、类或一些 C++ 代码，可以了解和体验一
下“代码完成”功能，当鼠标光标位于代码编辑器中的 Qt 类上时，可以按下“ F1”键来
查看上下文有关的帮助信息。这些工具很有用，在以后的开发工作中，将经常用到这些
工具。
下面是在不同模式下，可以选择的左右两侧工具条：
T Projects：包含已打开项目及其包含文件的列表。
T Open ：这些文档只显示已经打开的文件，通过点击这些文件旁边的“ X ”按钮可
以关闭每个文件。
T Bookmarks ：这部分显示了在代码中所建的所有书签。灵活地使用这些窗体和特性
可以大大节省编程、测试以及代码调试等环节所需的时间。
T File System ：这基本上是一个文件浏览器。请注意，此窗体显示工程项目文件夹
中的所有文件（在窗体中，如果选中相关的复选框，那么隐藏的文件也可以显示出
来），除了可以浏览当前的工程项目文件夹，还可浏览计算机上的其他文件夹。
T Class View：可以用来查看当前项目中的类层次结构。
T Outline ：与类视图不同，提纲显示当前已打开文件（而非整个工程项目）中的所
有方法与符号的层次结构。在图 2-7 中可以看到，这个窗体是在右侧工具条内激
活的。
T Tests：显示项目中所有可用测试。
T Type and Include Hierarchy ：从标题中不难看出，这个工具条用于查看类层次结
构以及所包含头文件的层次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可以根据编程习惯、风格与需求，对这些工具条进行设置，以便在编
程时节省很多时间。
2.2.1.3

设计模式

设计模式用于完成用户界面的设计，使用 Qt Creator 屏幕左侧的“ Design ”按钮（如
图 2-8 所示）可切换到设计模式。注意，如果这个按钮是灰色的，就
意味着它未激活，那么就需要首先选择一个用户界面文件（*.ui），因
为只有使用 Designer 才能打开“ ui ”文件。要这样做，可以双击左
窗体（“ Projects ”窗体）中的“ mainwindow.ui ”文件。

图 2-8 “ Design ”按钮

设计模式包含一个强大的图形用户界面 GUI 设计器所需的所有工具。它有一个所见即
所得类型的图形用户界面 GUI 编辑器，该编辑器可用于对 Qt 控件实施添加、删除、编辑或
编写代码等操作，而 Qt 控件可根据需要从用户界面中添加或删除。
Qt 控件是 Qt 用户界面上最基本的组件类型。从根本上说，用户界面上的所有内容
（包括整个窗口本身），如按钮、标签、文本框，都是 Qt 控件。Qt 控件都是 QWi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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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子类，因此 Qt 控件可以接收用户的输入事件，如鼠标和键盘事件，并且可以
在用户界面上绘制（或描绘）自身。因此，只要是具有可视内容的所有 Qt 类，如
果要添加至用户界面，则必须是 QWidget 类的子类。你将在本书中学到很多 Qt 控
件类，比如 QPushButton、QProgressBar、QLineEdit 等等，看名字几乎就能知道
功能。注意，如无意外，所有 Qt 类都以大写字母 Q 开始。
图 2-9 为设计模式下 Qt Creator 的截图。如图所示，它与我们在编辑模式中看到的外观
非常相似，界面分为三个主要部分。中间主要区域可以任意拖放、调整大小、删除或可视
化编辑用户界面区域。在界面的左边，有一个可以添加到用户界面的控件列表。可以试着
拖放一些或任意一个，只是为了适应一下设计器并更好地理解它是如何工作的。本书的后
续章节中，我们将设计很多不同的用户界面，同时会逐步向你介绍其特性。你可自己尝试
一些设计，让自己至少熟悉一下这一切的感觉。在屏幕的右侧，可以查看用户界面上的控
件分层视图，并且可以修改每个控件的属性。因此，如果继续将一些控件添加到用户界面
上，就会注意到，无论何时选择不同的控件，其属性与相应的值都会随着特定的控件变化。
可以在这里编辑可用于设计器的控件的所有属性：

图 2-9

设计模式下的 Qt Creator 界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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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 IDE 一样，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很多不同的路径实现相同的目标。例
如，可以通过编辑器代码设置一个控件的尺寸，甚至可以在一个文本编辑器里修
改用户界面 UI 文件，当然，这种方式是不推荐使用的。不存在最优的方法，不同
的方法适用于不同的情况，因此应该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选择。通常，最好是在
用户界面编辑器中设置初始属性。在代码编写过程中，再根据需要更新这些属性
的值。在本章后面，将会学习这个内容。
在用户界面设计器中间主体部分的底部，可以看到“ Action Editor ”和“ Signals &
Slots Editor ”。为了理解它们是如何工作的，并进一步地理解 Qt 是如何工作的，我们需要
首先了解 Qt 中“信号”和“槽”的概念。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先定义“信号”和
“槽”的概念，之后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体验一下这两个内容。
相比于标准 C++ 编程，Qt 框架最重要的一点是增加了信号与槽机制，这也是 Qt
如此简单易学且功能强大的原因，同时这也是 Qt 框架与其他框架之间最重要的区
别。可以把该机制理解为 Qt 对象和类之间的消息传递方法（或根据含义将其命名
为“信号”）。每个 Qt 对象都可以发出信号，该信号可以连接到另一个（或相同
的）对象中的一个槽。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进一步对此进行说明，很容易就会
想到，QPushButton 是一个 Qt Widget 类，可将其添加至 Qt 用户界面中，创建一
个按钮。QPushButton 包含很多信号，包括一个明显的按键信号。另一方面，当创
建“hello_qt_opencv ”工程项目时，会自动创建 MainWindow（以及所有 Qt 窗口）。
MainWindow 包含一个称为 close 的槽，而 close 槽可用于关闭工程项目的主窗口。
可以想象，如果把一个按下按钮的按键信号与一个窗口的 close 槽连接起来，将会
发生什么。可以用很多办法把一个信号连接到一个槽上，从现在开始，在本书接
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在示例中需要时逐一学习这些办法。
1. 设计用户界面
从这里，将开始学习如何将 Qt 控件添加到用户界面，使之能够对用户输入或其他事件
做出反应。Qt Creator 提供了非常简易的工具来设计用户界面，并为其编写代码。你已经看
到在设计模块中有不同的窗体和可用的工具，我们可以开始利用这些窗体和工具开发我们
的示例。在未切换至设计模式时，一定要通过选择 mainwindow.ui 文件（该文件是编辑模式
下用于主窗口的用户界面文件），先切换到设计模式。
在设计模式中，可以在用户界面上看到一个可供用户使用的 Qt 控件列表。通过图标
与名称，可以很快了解到这些控件的大多数用途与功能，还有一些控件是专属于 Qt 的。
下图 2-10 显示了 Qt Creator 中默认时所有可用的布局与控件。
如图 2-10 所示，下面是 Qt Creator 设计模式（或从现在开始简称为设计器）中可用的
控件的简要描述。在设计器模式中，根据行为的相似性对控件进行分组。在继续用列表工
作之前，可以自己尝试着，逐一将这些设计器中的控件放到一个用户界面上，以形成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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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直观感受。具体操作是使用鼠标将每个控件拖放到设计器模式窗口中。

图 2-10

Qt Creator 中默认时所有可用的布局与控件

T 布局：布局用于管理控件的显示方式。因为不是 QWidget 的子类，所以是不可见
的，并且只对添加到布局中的控件有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布局不是简单的控件，
它们是用来管理控件如何显示的逻辑类。请尝试把任意一个布局控件放到用户界面
上，然后在其中添加一些按钮或显示控件，了解一下控件的布局是如何根据布局类
型变化的。通过查看示例图像，可以了解其行为方式。

图 2-11

垂直布局截图

图 2-12

水平布局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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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 直 布 局： 用 于 建 立 垂 直 布 局， 也 就 是 一 列 控 件（此 布 局 的 等 价 Qt 类 称 为
QVBoxLayout），图 2-11 是垂直布局的截图。
 水 平 布 局： 用 于 建 立 水 平 布 局， 也 就 是 一 行 控 件（此 布 局 的 等 价 Qt 类 称 为
QHBoxLayout），图 2-12 是水平布局的截图。
 网格布局：用于建立具有任意数量的行和列的控件网格（此布局的等价 Qt 类称
为 QGridLayout），图 2-13 是网格布局的截图。
 表 单 布 局： 顾 名 思 义， 这 类 布 局 用 于 建 立 包 含 一 些 标 签 及 其 对 应 的 输 入 控
件 的 表 单 状 外 观。 想 象 一 下 填 写 表 格， 就 明 白 了（此 布 局 的 等 价 Qt 类 称 为
QFormLayout），图 2-14 是表单布局的截图。

图 2-13

网格布局截图

图 2-14

表单布局截图

T 间隔符：与布局类似，这些间隔符在视觉上是不可见的，但是，将其添加到布局中
时，会影响其他控件的显示方式。浏览一下示例图像，也可以自己尝试一下在两个
控件之间使用间隔符。间隔符是 QSpacerItem 类型的，但是，一般情况下，一定别
在代码中直接使用间隔符。
 水平间隔符：用于在同处一行的两个控件之间插入空白，如图 2-15 所示。
 垂直间隔符：用于在同处一列的两个控件之间插入空白，如图 2-16 所示。

图 2-15

水平间隔符截图

图 2-16

垂直间隔符截图

40

第2章

T 按钮：这是简单按钮，用于触发动作。你可能注意到，单选按钮和复选框也在其中，
这是因为它们都继承自 QAbstractButton 类，这是一个抽象类，它提供按钮状控件
所需的所有接口。
T 按键按钮：用于在含有文本或图标的用户界面上添加简单的按钮（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PushButton）。
T 工 具 按 钮： 工 具 按 钮 与 按 键 按 钮 非 常 相 似， 但 是， 工 具 按 钮 通 常 要 添 加 到 工 具
栏中。
Qt 窗口共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常见栏（实际上，一般是在 Windows 系统上），这些栏
在控件工具箱中是不可用的，但是，可以在设计模式的窗口中，单击右键，从弹
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相关选项来创建、添加或移除栏，这三种类型的栏是：
1. 菜单栏（QMenuBar）
2. 工具栏（QToolBar）
3. 状态栏（QStatusBar）
菜单栏是位于窗口顶部的典型的水平主菜单栏。在一个菜单里，可以有任意数量的对
象元素与子对象元素，每一个对象元素都可以触发某个动作（QAction）。在接下来的章节
中，将学习更多有关动作的知识，图 2-17 是菜单栏的示例。
工具栏是可移动的窗体，其中包含与特定任务对应的工具按钮，图 2-18 是工具栏示
例。注意，可以在 Qt 窗口中将它们移入、移出。

图 2-17

菜单栏截图

图 2-18

工具栏截图

与大多数基于窗口的应用程序类似，状态栏是位于底部的一个简单的水平信息
栏。只要在 Qt 中创建一个新的主窗口，这三种类型的栏就都会被添加到所创建
的窗口中。注意，一个窗口只能有一个菜单栏和一个状态栏，但是可以有任意
数量的工具栏。如果不需要它们中的任意一个，则需要将其从设计窗口右侧的
对象层次结构中删除。既然已经熟悉了 Qt 中的三种不同的栏，就可以从 Qt 欢
迎模式的示例中搜索应用程序示例，以进一步了解它们，并看看是否可以进一
步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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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单选按钮（Radio Button）：用于从众多由其定义的选项中选中或取消某个选项（这
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RadioButton）。
T 复选框（Check Box）
：用于启用 / 禁用选项（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RadioButton）。
T 命令链接按钮（Command Link Button）：这是 Windows Vista 样式的命令链接按钮。
它们基本上都是按键按钮，这些按键按钮可用来代替向导中的单选按钮。因此，当
按下命令链接按钮时，其作用类似于使用一个单选框选择了一个选项，然后在向导
对话框上点击“ Next ”
（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CommandLinkButton）。
T 对话框按钮（Dialog Button Box）：如果想让按钮能够在对话框中适应操作系统样
式，那么对话框按钮非常有用，这有助于以一种更适合系统的当前样式在对话框上
显示按钮（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DialogButtonBox）。
T 对象元素视图（Item Views，基于模型）：它基于模型 - 视图 - 控制器（MVC）设
计模式；可以用于在不同类型的容器中呈现来自模型的数据。
如果对 MVC 设计模式根本就不熟悉，那么建议应该暂停对本书的学习，然后通
过 Qt Creator 的帮助模式仔细阅读模型 / 视图编程 Qt 文档，去了解什么是 MVC 设
计模式以及如何使用它，尤其是在 Qt 框架下。就本书的目的而言，并不需要非常
详尽地理解 MVC 模式。但是，由于 MVC 是非常重要的体系架构，在将来的项目
中会经常遇到它，因此有必要花一些时间去学习。在第 3 章中，我们将介绍 Qt 和
OpenCV 中用到的不同设计模式，但我们将主要介绍在学习这本书时所需的那部
分内容。这是因为该主题涵盖的内容很广，在本书中介绍所有可能的设计模式完
全没用。
 列表视图（List View）：用于以简单列表的形式显示来自模型的对象元素，没有
任何层次结构（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ListView）。
 树状视图（Tree View）：用于以层次结构的形式显示来自模型的项目（这个控件
的等价 Qt 类称为 QTreeView）。
 表格视图（Table View）：用于以具有任意数量的行和列的表格显示来自模型的
数据，这在从 SQL 数据库或查询中显示表格时特别有用（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
称为 QTableView）。
 列视图（Column View）：与列表视图类似，不同的是列视图还显示模型中存储
的层次数据（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ColumnView）。
T 对象元素控件（Item Widgets）：类似于基于模型的对象元素视图，不同的是，对象
元素控件并非基于 MVC 设计模式，并且提供了一些简单的 API，可用于添加、移
除或修改对象元素。
 列表控件（List Widget）：类似于列表视图，但有基于对象元素的 API，可用来
增加、移除修改其对象元素（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ListWi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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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状控件（Tree Widget）：类似于树状视图，但有基于对象元素的 API，可用来
增加、移除、修改其对象元素（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TreeWidget）
 表格控件（Table Widget）：类似于表格视图，但有基于对象元素的 API，可用来
增加、移除、修改其对象元素（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TableWidget）
T 容器（Containers）：用于将用户界面上的控件分组。由标题可见，容器可以包含许
多控件。
 组框（Group Box）：简单的带标题和边框的分组框（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GroupBox）。
 滚 动 区（Scroll Area）： 提 供 可 滚 动 的 区 域， 可 用 于 滚 动 显 示 因 小 尺 寸 的
屏 幕 或 大 量 可 视 数 据 而 无 法 完 整 显 示 的 内 容（这 个 控 件 的 等 价 Qt 类 称 为
QScrollArea）。
 工具箱（Tool Box）：用于在不同选项卡组或列中对控件分组。选择每个选项卡
可显示（展开）其包含的组件，同时隐藏（折叠）其他选项卡的内容（这个控件
的等价 Qt 类称为 QToolBox）。
 选项卡控件（Tab Widget）：用于在选项卡页面中显示不同组的控件。可以通
过单击对应的选项卡来切换每个页面或一组控件（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TabWidget）。
 堆 叠 控 件（Stacked Widget）： 类 似 于 选 项 卡 控 件， 但 只 有 一 页（即 一 组 控
件）是一直可见的。如果希望把不同的用户界面设计到一页中，并根据用户
的 操 作 切 换 成 不 同 界 面， 这 个 控 件 就 特 别 有 用（这 个 控 件 的 等 价 Qt 类 称 为
QStackedWidget）。

图 2-19

在窗口上创建的控件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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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框架（Frame）：用作带框架的控件的占位符，同时也是所有带框架控件的基类
（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frame）。
 控件（Widget）：该控件与 QWidget 类相同，是所有 Qt 控件的基本类型。此控
件本身实际不包含任何内容，如果想创建自己的控件类型（除现有的 Qt 控件
外），则使用它。
 MDI 区域（MDI Area）：可用于在一个窗口或 Qt 控件内创建所谓的多文档界面
（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MdiArea）。
若要使用设计器在 MDI 区域内创建新窗口，可以在空白区域单击右键，再从弹出
的菜单中选择“ Add Subwindow ”。类似地，仅当在 MDI 区域控件上单击右键时，
“ Next Subwindow ”“ Previous Subwindow ”“ Cascade ”“ Tile ”和“ Subwindow /
Delete ”所有这些选项也才有效的。
T 停靠控件（Dock Widget）：可用作特定控件的占位符，这些控件可以停靠在一个
窗口内部或者移到其外面作为一个独立的顶部窗口（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DockWidget）。
T QAx 控件（QAxWidget）：可用作 Active-X 控件的封装器（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
为 QAxWidget）。
QAxWidget 只适用于 Windows 操作系统的用户。但是，甚至在 Windows 上，只是
将 QAxWidget 添加到窗口上也不足以使其正常工作，因为这个控件依赖于一个名
为 axcontainer 的 Qt 模块。现在，可以跳过将控件添加到窗口这一步，但可以稍后
再尝试添加控件，也就是在本章介绍了如何将不同 Qt 模块添加到 Qt 工程项目中
之后再做尝试。
T 输入控件：顾名思义，可以使用这些控件获取用户的输入数据。
 组合框（Combo Box）：有时也称为下拉列表框，可用于在一个列表中选择一
个选项，在屏幕上占用的空间非常小。在任何时候都只有选中的选项才是可见
的，根据其配置情况，用户甚至可以输入自己的值（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ComboBox）。
 字体下拉列表框（Font Combo Box）：与下拉列表框类似，但是它可以用来选择
字体，系统将使用计算机上的可用字体创建字体列表。
 行编辑器（Line Edit）：可用于输入和显示一行文本（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LineEdit）。
 文本编辑（Text Edit）：可用于输入和显示多行格式文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控
件实际上是一个成熟的所见即所得格式文本编辑器（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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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extEdit）。
 纯文本编辑（Plain Text Edit）：可用于查看和编辑多行文本，可以将其看成是一
个简单的记事本式的控件（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PlainTextEdit）。
 选值框（Spin Box）：可用于输入一个整数或离散值集合，如月份名称（这个控
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SpinBox）。
 双精度选值框（Double Spin Box）：与选值框类似，但可接受双精度值（这个控
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DoubleSpinBox）。
：可用于输入时间值（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TimeEdit）。
 时间编辑（Time Edit）
：可用于输入日期值（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DateEdit）。
 日期编辑（Date Edit）
 日期 / 时间编辑框（Date/Time Edit）：可用于输入日期和时间值（这个控件的等
价 Qt 类称为 QDateTimeEdit）。
 表盘（Dial）：与滚动条类似，但形状为圆形的表盘，可用来输入指定范围内的整
数值（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Dial）。
 水平 / 垂直栏（Horizontal/Vertical Bar）：用于添加水平和垂直方向的滚动功能
（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ScrollBar）。
 水平 / 垂直滑块（Horizontal/Vertical Slider）：用于输入指定范围内的整数值（这
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Slider）。
 键盘序列编辑（Key Sequence Edit）：可用于输入一个键盘快捷键（这个控件的
等价 Qt 类称为 QKeySequenceEdit）。
请不要将它与 QKeySequence 类混淆，后者根本不是控件。QKeySequenceEdit 用于
从用户得到 QKeySequence。有 QKeySequence 之后，可以将其与 QShortcut 类和
QAction 类结合使用，以触发不同的函数 / 槽。信号 / 槽将在本章后面进行介绍。
T 显示控件（Display Widgets）：可用于显示诸如数字、文本、图像、日期等输出数据：
 标签（Label）：可用于显示数字、文本、图像或影片（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
为 QLabel）。
 文本浏览器（Text Browser）：除了增加了在链接之间导航功能之外，其余功能
与文本编辑框控件几乎是一样的（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TextBrowser）。
 图形视图（Graphics View）：可用于显示图形场景的内容（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GraphicsView）。
这本书中，将用到的有可能最重要的控件是图形场景控件（即 QGraphicsScene），
详细内容将在第 5 章中进行介绍。
 日历控件（Calendar Widget）：用于在按月显示的日历中查看和选择日期（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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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CalendarWidget）。
 LCD 数字（LCD Number）：用于在类似液晶屏的显示器中显示数字（这个控件
的等价 Qt 类称为 QLCDNumber）。
 进度条（Progress Bar）：用于显示垂直的或水平的进度指示器（这个控件的等
价 Qt 类称为 QProgressBar）。
 水平线 / 垂直线（Horizontal/Vertical Line）：用于绘制简单的垂直线或水平线，
将其作为不同控件组之间的分隔符时，水平线 / 垂直线特别有用。
 OpenGL 控件（OpenGL Widget）：这个类可用作渲染 OpenGL 输出的一个表面
（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OpenGLWidget）。
注意：OpenGL 是计算机图形技术中一个完全独立的高级主题，其内容已超出本书
的范围；然而，如前所述，知道 Qt 内的工具和控件对将来的开发工作是有益的。
 QQuickWidget ： 这 个 控 件 用 于 显 示 Qt Quick 用 户 界 面。Qt Quick 界 面 使 用
QML 语言来设计用户界面（这个控件的等价 Qt 类称为 QQuickWidget）。
QML 的具体内容将在第 12 章中进行介绍。目前，在我们的用户界面中不会添加
任何 QQuickWidget 控件，因为需要进一步在项目中添加额外的模块才能使之工
作。本章将介绍如何在 Qt 项目中添加模块。
2. 你好，Qt 和 OpenCV
现在，可以开始为“ Hello_Qt_OpenCV ”工程项目设计用户界面了。最好为待开发的
工程项目制定一个明确的需求说明列表，然后根据需求设计一个用户友好的 UI，然后再在
一张纸上绘制出用户界面（如果这个工程项目不大，也可以在头脑设想一下），最后使用设
计器创建该用户界面。当然，这个过程需要熟悉现有 Qt 控件，并且还要有足够的构建自己
控件的经验，但是只要坚持不断地练习，最终会掌握这个过程。
因此，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待开发应用程序的需求说明。举例来说：
T 这个应用程序必须能够将图像（可接受的图像类型必须至少包括 *.jpg, *.png 以及
*.bmp 文件格式）作为输入。
T 这个应用程序必须能够应用模糊滤波器。用户必须能够选择中值模糊或高斯模糊类
型对输入图像进行滤波处理（使用一组默认参数）。
T 这个应用程序必须能够保存输出图像以及输出图像的文件类型（即扩展名），文件类
型必须可由用户选择（如 *.jpg, *.png 或者 *.bmp）。
T 在保存图像时，用户应该可以选择查看输出图像。
T 用户界面上设置的所有选项，包括模糊滤波器类型以及最后打开和保存的图像文
件，都应当被保存，并在重启应用程序时被重新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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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当用户想要关闭该应用程序时，应有提示信息。
作为本书例子，这些功能已经够了。通常，不应该不按交付要求进行功能增减，这是
在进行用户界面设计时的一条重要原则。这意味着应该保证所有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同时，
没有添加任何不需要或者需求列表中没有的功能。
一份这样的需求列表（或规格说明）可能有无数个用户界面的设计方案，但是，我们只
需要创建一个。请注意，这就是我们的程序在执行时的样子。显然，标题栏和样式可能会
有所不同，这取决于操作系统，但基本形式如图 2-20 所示。

图 2-20 “ Hello_Qt_OpenCV ”用户界面

尽管界面很简单，但它包含了这个任务需要的所有组件，而且界面也几乎是直白的。
因此，使用这个程序的用户并不需要一份用户手册，就可以简单地猜出所有输入框、单选
按钮、复选框等控件的功能。
图 2-21 是在设计器上看到的相同 UI。

图 2-21

设计器上的用户界面截图

下面开始为这个的项目创建用户界面：
1. 因为不需要菜单栏、状态栏和工具栏，因此要创建这个用户界面，需要首先从主窗
口删除这些栏。右键单击顶部的菜单栏，选择“ Remove Menu Bar ”。接下来，右键
单击窗口上的任何位置，选择“ Remove Status Bar ”。最后，右键单击顶部的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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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单击“ Remove Toolbar ”。
2. 现在，在窗口中添加一个水平布局。这是在图 2-21 顶部出现的布局。然后，在上面
依次添加一个标签、行编辑和按键按钮，如图 2-21 所示。
3. 通过双击并键入“ Input Image ：”来更改标签的文本。也可以先选择标签，然后用屏
幕右侧的属性编辑器将文本属性设为此文字。
几乎所有拥有文本属性的 Qt 控件都允许对文本进行这种类型的编辑。因此，从现
在开始，出现“将控件的 X 文本更改为 Y ”时，就意味着要么双击并设置文本，
要么就使用设计器中的属性编辑器。可以很容易将这个规则扩展到属性编辑器中
可见的控件的所有属性，比如说“将 X 的 W 更改为 Y ”，其中，W 是设计器的属
性编辑器中的属性名称，X 是控件的名称，而 Y 则是需要设置的值。在进行 UI 设
计时，上述方式可以为我们节省大量的时间。
4. 与在图 2-21 中看到的类似，添加一个组框，再添加两个单选按钮。
5. 接下来，再添加另一个水平布局，然后在其中添加一个标签、行编辑器和按键按钮。
该布局位于底部，复选框的上面。
6. 最后，在窗口最下面添加一个复选框。
7. 现在，按照图 2-21，更改窗口所有控件的文本。至此，UI 已基
本完成。此时，可以单击屏幕左下角的“ Run ”按钮来运行它，
如有错误，请不要按“Run ”按钮。“Run ”按钮如图 2-22 所示。 图 2-22 “ Run ”按钮
这将生成与之前所见一样的用户界面。现在，如果尝试调整窗口大小，就会注意到，
在对窗口大小进行调整或者最大化窗口时，所有内容都没有变化，对应用程序大小的变化
没有作任何响应。此时，为了让应用程序窗口响应大小变化，需要为 centralWidget 设置布
局。对屏幕上的组框，也需要完成这个操作。
所有 Qt 控件都有 centralWidget 属性，这尤其适用于窗口以及 Qt 设计器中的容器控
件。使用这个属性，可以在容器或窗口中设置布局，而不需要在中央控件上拖放布局控件，
只需简单使用设计器顶部的工具栏即可，如图 2-23 所示。
可能已注意到，工具栏上有四个小按钮，这与左边控件工具箱中的布局看起来完全一
样（如图 2-24 所示）。

图 2-23

顶部工具栏

图 2-24

控件工具箱上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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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提出将在全书用到的另一条简捷规则，即只要文中出现“将 X 的布局
设置为 Y ”，指的就是首先选择控件（实际上就是容器控件或窗口），然后使用顶部
工具栏上的布局按钮，来选择正确的布局类型。
8. 按照上面信息框中的描述，选择窗口（即在窗口空白区而不是在窗口控件上单击），
并将其布局设置为垂直。
9. 对组框执行相同的操作，但是，这一次是将布局设置为水平。现在，可以尝试再次
运行程序，现在可以看到，当窗口大小发生变化时，其中的控件也跟着变化移动，
窗口内的组框也一样。
10. 接下来需要改变控件的 objectName 属性。因为 C++ 代码通过这些属性访问窗口控
件并与之交互，所以这些名称非常重要。每个控件均使用图 2-25 中显示的名称。注
意，图 2-25 显示了对象的层次结构，还可以双击对象层次结构窗体上的控件来改变
objectName 属性。

图 2-25

对象层次结构

理 论 上， 对 于 objectName 属 性， 可 以 使 用 任 何 C++ 有 效 变 量 名， 但 在 实 践
中，最好使用有意义的名称。对于变量或控件名称，请遵循与本书相同或类似
的命名规范，这基本上也是 Qt 开发人员遵循的命名规范，有助于提高代码的可
读性。

Creating Our First Qt and OpenCV Project

Writing the code for a Qt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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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that our user interface is completely designed, we can start by writing code for our
application. Right now, our application is basically nothing more than a user interface and it
3. 为 Qt 项目编写代码
literally does nothing. We need to start by adding OpenCV to our project. In Chapter 1,
既然用户界面已经完全设计好，现在可以开始为应用程序编写代码了。当前，应用程
Introduction
to OpenCV and Qt, you already saw a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adding OpenCV
to 序除了用户界面外，还没有任何其他功能。首先，需要向项目中添加
Qt projects. We'll now take that one step further and make sure our project
can be
OpenCV。第
1 章已
compiled and built on all three major operating systems without changing anything,
经简要介绍了如何将 OpenCV 添加到 Qt 工程项目。现在，将继续往前操作，并确保工程项
provided that OpenCV is correctly installed and configured using the instructions in
目在不改变任何内容的情况下能够在所有三个主要操作系统上编译和构建，前提是已按第
1
Chapter
1, Introduction to OpenCV and Qt.
章的说明正确安装和配置了 OpenCV。
So, start by opening the project's PRO file in the code editor, which will be the Edit mode in
首先，在
Qt Creator
编辑模式下，打开代码编辑器中的项目
PRO 文件。可能已注意到，
Qt Creator.
It's called
Hello_Qt_OpenCV.pro
, as you may have already
noticed. You need
hello_qt_opencv.pro
”。需要在这个文件的末尾添加下面这段代码：
to 这个项目命名为“
add the following codes
to the end of this
file:
win32: {
include("c:/dev/opencv/opencv.pri")
}
unix: !macx {
CONFIG += link_pkgconfig
PKGCONFIG += opencv
}
unix: macx {
INCLUDEPATH += "/usr/local/include"
LIBS += -L"/usr/local/lib" \
-lopencv_world
}

Notice 注意，在左花括号之前的代码中，
the code right before the opening “
curly
brackets; win32
means
Windows operating
win32”是指
Windows
操作系统（这只适用于桌面
systems
(this
only
applies
to
desktop
applications
and
not
Windows
8,
8.1, or 10 specific
应用程序，不包括针对 Windows 8、8.1 或 10 的特定应用程序），“ unix:!macx
”是指 Linux
applications), unix: !macx means Linux operating systems, and unix: macx means
操作系统，“ unix:macx ”是指 macOS 操作系统。
macOS operating system.
PRO 文件中的这段代码允许在 Qt 工程项目中包含并使用 OpenCV。还记得在第 1 章中
This piece of code in your PRO file allows OpenCV to be included and become usable in
曾经创建过一个 PRI 文件吗？只有 Windows 用户可能保留这个 PRI 文件，Linux 和 maxOS
your Qt projects. Remember, we created a PRI file in Chapter 1, Introduction to OpenCV and
可以删除它，因为这些操作系统不再需要这个文件。
Qt?
Linux and macOS users can remove it since there's no need for that file anymore in
those operating systems. Only Windows users may keep it.
请 注 意， 在 Windows 操 作 系 统 中， 可 以 将 前 面 的 include 代 码 行 替 换 为 PRI 文 件

中 的 内 容， 但 是 这 在 实 践 中 并 不 常 见。 此 外， 需 要 提 醒 的 是， 在 PATH 中 需 要
有 OpenCV DLL 文件夹，否则即使应用程序仍然可以正确编译和构建，但试图运
行它时，它将会崩溃。为了更加熟悉了解 PRO 文件内容，可以在 Qt 文档中搜索
QMAKE 并阅读。尽管如此，还将在第 3 章中进行简要介绍。
这里不讨论每个操作系统下这些代码行的具体含义，这不在本书的范围内。但是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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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和深入了解的是，构建（也就是编译和链接）应用程序时，这些代码行会翻译成所有的

OpenCV 头文件、库文件以及二进制文件，并包含在项目中，这样就可以在代码中轻松地
使用 OpenCV 函数了。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配置，让我们开始为每一个需求以及用户界面上的相关控件编
写代码，让我们从 inputPushButton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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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ng
First
Qt and
OpenCV
Project

2. As
you'll
notice,
youyou
were
taken
from
thethe
Designer
to Code
Editor
automatically.
2. As
you'll
notice,
were
taken
from
Designer
to Code
Editor
automatically.
mainwindow.h
andand
Also,
now,
there's
a new
function
added
to the
mainwindow.h
Also,
now,
there's
a new
function
added
to the
mainwindow.cpp
files.
mainwindow.cpp
files.
3. In
mainwindow.h
,
the
following
waswas
added:
3. In mainwindow.h, the
following
added:
private
slots:
private
slots:
void
on_inputPushButton_pressed();
void
on_inputPushButton_pressed();

And
here's
thethe
code
automatically
added
to mainwindow.cpp
: :
And
here's
code
automatically
added
to mainwindow.cpp
void
MainWindow::on_inputPushButton_pressed()
void
MainWindow::on_inputPushButton_pressed()
{ {
} }

So,So,
thethe
code
responsible
for for
inputPushButton
obviously
needs
to be
in the
code
responsible
inputPushButton
obviously
needs
to written
be written
in the
on_inputPushButton_pressed()
function
that
was
just
created.
This
is
one
of
many
on_inputPushButton_pressed() function that was just created. This is one the
of the
many
ways
to
connect
a
signal
from
a
widget
to
a
slot
on
another
widget
as
it
was
mentioned
ways to connect a signal from a widget to a slot on another widget as it was mentioned
previously
in this
chapter.
Let's
take
a step
back
andand
seesee
what
justjust
happened;
in the
previously
in this
chapter.
Let's
take
a step
back
what
happened;
in the
meantime,
keep
an
eye
on
the
name
of
the
function
that
was
just
created.
meantime, keep an eye on the name of the function that was just created.
inputPushButton
widget
hashas
a signal
called
pressed
(since
it's it's
a button)
which
is only
TheThe
inputPushButton
widget
a signal
called
pressed
(since
a button)
which
is only
emitted
when
it isitpressed.
A new
slotslot
waswas
created
inside
ourour
single
window
widget
emitted
when
is pressed.
A new
created
inside
single
window
widget
on_inputPushButton_pressed
. Pretty
convenient,
andand
thethe
(MainWindow),
andand
it's it's
called
on_inputPushButton_pressed
. Pretty
convenient,
(MainWindow),
called
firstfirst
question
thatthat
comes
to mind
is,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if I ifhad
written
those
lines
question
comes
to mind
is,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I had
written
those
lines
andand
mainwindow.cpp
instead
of right-clicking
on on
thethe
of code
myself
in mainwindow.h
mainwindow.cpp
instead
of right-clicking
of code
myself
in mainwindow.h
widget
andand
selecting
GoGo
to slot
..., and
thethe
answer
is that,
it isitexactly
thethe
same
thing.
So,So,
to to
widget
selecting
to slot
..., and
answer
is that,
is exactly
same
thing.
summarize,
Qt Qt
automatically
understands
thatthat
it needs
to execute
thethe
code
inside
summarize,
automatically
understands
it needs
to execute
code
inside
on_inputPushButton_pressed()
whenever
thethe
inputPushButton
widget
emits
thethe
on_inputPushButton_pressed()
whenever
inputPushButton
widget
emits
pressed
signal.
In Qt
development,
thisthis
is called
Connecting
Slots
by by
Name
andand
it simply
pressed
signal.
In Qt
development,
is called
Connecting
Slots
Name
it sim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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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 Output Image",
QDir::currentPath(),
"Select
Output Image",
"*.jpg;;*.png;;*.bmp");
QDir::currentPath(),
if(!fileName.isEmpty())
"*.jpg;;*.png;;*.bmp");
{
if(!fileName.isEmpty())
{ ui->outputLineEdit->setText(fileName);
using namespace cv;
ui->outputLineEdit->setText(fileName);
Mat inpImg,
outImg;
using
namespace
cv;
inpImg
= imread(ui->inputLineEdit->text().toStdString());
Mat
inpImg,
outImg;
if(ui->medianBlurRadioButton->isChecked())
inpImg
= imread(ui->inputLineEdit->text().toStdString());
cv::medianBlur(inpImg, outImg, 5);
if(ui->medianBlurRadioButton->isChecked())
else
if(ui->gaussianBlurRadioButton->isChecked())
cv::medianBlur(inpImg,
outImg, 5);
outImg, Size(5, 5), 1.25);
elsecv::GaussianBlur(inpImg,
if(ui->gaussianBlurRadioButton->isChecked())
imwrite(fileName.toStdString(),
outImg);
cv::GaussianBlur(inpImg, outImg,
Size(5, 5), 1.25);
if(ui->displayImageCheckBox->isChecked())
imwrite(fileName.toStdString(),
outImg);
imshow("Output Image", outImg);
if(ui->displayImageCheckBox->isChecked())
}
imshow("Output Image", outImg);
}

You also need to add the OpenCV header includes to your project. Add them where you
You
also
need
to add
the OpenCV
includes
tomainwindow.h
your project. Add
where
you as
file,them
which
is shown
added
the
Qt class
headers,
at theheader
top section
of the
added
the Qt class headers, at the top section of the mainwindow.h file, which is shown as
follows:
follows:
#include "opencv2/opencv.hpp"
#include "opencv2/opencv.hpp"

Now, let's review the code we just wrote and see what it really does. As you can see, this
getSaveFileName
function
inwhat
the QFileDialog
andcan
thesee,
title,
and
time, we
the the
Now,
let'sused
review
code we just wrote
and see
it really does. class
As you
this
time,
wefilter
usedisthe
getSaveFileName
function
in the
classeach
and image
the title,
and
also the
different.
This is required
in order
forQFileDialog
the user to choose
types
individually
they want
output
images,
opposed
to seeing
all image
imagestypes
when
also
the filter when
is different.
This to
is save
required
in order
foras
the
user to choose
each
they are opening
weoutput
also didn't
check
the file's
existence,
since that
individually
whenthem.
they This
wanttime,
to save
images,
as for
opposed
to seeing
all images
when
it's enough
if weexistence,
just checksince
that that
the user
would
done automatically
by QFileDialog
they
arebeopening
them. This time,
we also didn't, so
check
for the file's
QFileDialog
, so it's
enough
if we
just check
the user
would
be done
did really
selectautomatically
something orby
not.
In the following
lines,
we have
written
somethat
OpenCV
specific
code,
and
in the upcoming
we'll learn
and written
more about
did
really
select
something
or not. Inchapters,
the following
lines,more
we have
somethose
OpenCV
functions.
You
also
used
it
in
a
very
small
dosage
in
Chapter
1
,
Introduction
OpenCV and
specific code, and in the upcoming chapters, we'll learn more and more abouttothose
functions.
Younot
also
used it in aforeign
very small
dosage
in Chapter
1, we
Introduction
to OpenCV
and
Qt, so they're
completely
to you
by now.
But again,
will just briefly
discuss
Hello_Qt_OpenCV
application.
them
move
with our tour
of the
IDE by
and
Qt,
so and
they're
noton
completely
foreign
to you
now.
But again, we will
just briefly discuss
them and move on with our tour of the IDE and Hello_Qt_OpenCV application.
All OpenCV functions are contained in the cv namespace, so we made sure we are using
are contained
namespace,
so we
sureimread
we are function.
using
All
the OpenCV
OpenCVfunctions
namespace
cv. Then, in
to the
readcvthe
input image,
we made
used the
the
namespace
cv.here
Then,
to read
the input
we used the imread
function.
classes and
Qt's
TheOpenCV
important
thing to note
is that
OpenCV
usesimage,
C++ std::string
std::string
classes
and
Qt's
The
important
thing
to note here
that
OpenCV
uses C++
QString
should
be converted
to is
that
format,
otherwise,
you
will face errors
when
you
try
QString
be converted
to that
format,using
otherwise,
you will facefunction
errors when
you try.
of QString
to run theshould
program.
That is done
by simply
the toStdString
.
to
runthat,
the program.
That
is doneisbythe
simply
the toStdString
QString
valueusing
returned
by the text()function
functionof
ofQString
the
Note
in this case,
QString is the value returned by the text() function of the
Note
that, in this case,
inputLineEdit
widget.
inputLineEdit wi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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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ignore();
}
}

I assume you've already noticed that we are now introduced to two more Qt classes, and
that means we need to add their include headers to mainwindow.h too. Consider the
following:
QMessageBox: This can be used to display messages with a simple icon, text, and

buttons, depending on what the purpose of the message is
QCloseEvent: This is one of many Qt's event (QEvent) classes, and its purpose is
to pass on parameters about the close event of a window
The code is almost self-explanatory, as you already know what the first parameter of the
warning function is. This is used to tell Qt that our MainWindow class is responsible for this
message box. The result of the user's choice is recorded, and then, based on that, the close
event is either accepted or ignored, quite simple. Except, we still need to save the settings

QMessageBox
QMessageBox:: This
This can
can be
be used
used to
to display
display messages
messages with
with aa simple
simple icon,
icon, text,
text, and
and

buttons,
buttons, depending
depending on
on what
what the
the purpose
purpose of
of the
the message
message is
is
QCloseEvent
:
This
is
one
of
many
Qt's
event
(
QEvent
)
classes,
QCloseEvent: This is one of many Qt's event (QEvent) classes, and
and its
its purpose
purpose is
is
to
pass
on
parameters
about
the
close
event
of
a
window
to pass on parameters about the close event of a window
The
The code
code is
is almost
almost self-explanatory,
self-explanatory, as
as you
you already
already know
know what
what the
the first
first parameter
parameter of
of the
the
warning
function
is.
This
is
used
to
tell
Qt
that
our
MainWindow
class
is
responsible
warning function is. This is used to tell Qt that our MainWindow class is responsible for
for this
this
message
message box.
box. The
The result
result of
of the
the user's
user's choice
choice is
is recorded,
recorded, and
and then,
then, based
based on
on that,
that, the
the close
close
event
event is
is either
either accepted
accepted or
or ignored,
ignored, quite
quite simple.
simple. Except,
Except, we
we still
still need
need to
to save
save the
the settings
settings
(text
on
the
widgets
and
status
of
checkboxes
and
radio
boxes)
and
load
them.
(text on the widgets and status of checkboxes and radio boxes) and load them. As
As you
you just
just
closeEvent
function.
How
about
right
learned,
the
best
place
to
save
settings
is
the
before
learned, the best place to save settings is the closeEvent function. How about right before
the
event->accept(); line
line of
of the
the code?
code? Let's
Let's add
add two
two private
private functions
functions to
to our
our
the event->accept();
MainWindow
MainWindow class,
class, one
one to
to load
load the
the settings
settings called
called loadSettings
loadSettings and
and the
the other
other to
to save
save the
the
settings
saveSettings.. We'll
We'll learn
learn about
about one
one last
last Qt
Qt class
class in
in this
this chapter,
chapter, and
and it's
it's
settings called
called saveSettings
called
QSettings.. So,
So, first
first add
add its
its include
include line
line to
to mainwindow.h
mainwindow.h,, then
then add
add the
the following
following
called QSettings
two
MainWindow class,
class, again,
again, in
in mainwindow.h
mainwindow.h,, right
right under
under the
the
two function
function definitions
definitions to
to the
the MainWindow
Ui::MainWindow
*ui;
line,
in
private
members:
Ui::MainWindow *ui; line, in private members:
void
void loadSettings();
loadSettings();
void
void saveSettings();
saveSettings();

Here's
Here's the
the code
code required
required for
for the
the loadSettings
loadSettings function:
function:
void
void MainWindow::loadSettings()
MainWindow::loadSettings()
{{
QSettings
QSettings settings("Packt",
settings("Packt",
"Hello_OpenCV_Qt",
"Hello_OpenCV_Qt",
this);
this);
ui->inputLineEdit->setText(settings.value("inputLineEdit",
ui->inputLineEdit->setText(settings.value("inputLineEdit",
"").toString());
"").toString());
ui->outputLineEdit->setText(settings.value("outputLineEdit",
ui->outputLineEdit->setText(settings.value("outputLineEdit",
"").toString());
"").toString());
ui->medianBlurRadioButton
ui->medianBlurRadioButton
Chapter 2
Chapter 2
->setChecked(settings.value("medianBlurRadioButton",
->setChecked(settings.value("medianBlurRadioButton",
true).toBool());
true).toBool());
ui->gaussianBlurRadioButton
ui->gaussianBlurRadioButton
->setChecked(settings.value("gaussianBlurRadioButton",
->setChecked(settings.value("gaussianBlurRadio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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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se).toBool());
false).toBool());
ui->displayImageCheckBox
ui->displayImageCheckBox
->setChecked(settings.value("displayImageCheckBox",
->setChecked(settings.value("displayImageCheckBox",
false).toBool());
false).toBool());
}
}

And this one is for saveSettings:
And this one is for saveSettings:
void MainWindow::saveSettings()
void MainWindow::saveSettings()
{
{
QSettings settings("Packt",
QSettings settings("Packt",
"Hello_OpenCV_Qt",
"Hello_OpenCV_Qt",
this);
this);
settings.setValue("inputLineEdit",
settings.setValue("inputLineEdit",
ui->inputLineEdit->text());
ui->inputLineEdit->text());
settings.setValue("outputLineEdit",
settings.setValue("outputLineEdit",
ui->outputLineEdit->text());
ui->outputLineEdit->text());
settings.setValue("medianBlurRadioButton",
settings.setValue("medianBlurRadioButton",
ui->medianBlurRadioButton->isChecked());
ui->medianBlurRadioButton->isChecked());
settings.setValue("gaussianBlurRadioButton",
settings.setValue("gaussianBlurRadioButton",
ui->gaussianBlurRadioButton->isChecked());
ui->gaussianBlurRadioButton->isChecked());
settings.setValue("displayImageCheckBox",
settings.setValue("displayImageCheckBox",
ui->displayImageCheckBox->isChecked());
ui->displayImageCheckBox->isChecked());
}
}

You need to provide the QSettings class with an organization name (just as an example,
You need to provide the QSettings class with an organization name (just as an example,
we used "Packt") and an application name (in our case, "Hello_Qt_OpenCV") when you
we used "Packt") and an application name (in our case, "Hello_Qt_OpenCV") when you
construct it. Then, it simply records whatever you pass to the setValue function and

ui->outputLineEdit->text());
ui->inputLineEdit->text());
settings.setValue("medianBlurRadioButton",
settings.setValue("outputLineEdit",
ui->medianBlurRadioButton->isChecked());
ui->outputLineEdit->text());
settings.setValue("gaussianBlurRadioButton",
settings.setValue("medianBlurRadioButton",
ui->gaussianBlurRadioButton->isChecked());
ui->medianBlurRadioButton->isChecked());
56 settings.setValue("displayImageCheckBox",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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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s.setValue("gaussianBlurRadioButton",
ui->displayImageCheckBox->isChecked());
ui->gaussianBlurRadioButton->isChecked());
}
settings.setValue("displayImageCheckBox",
ui->displayImageCheckBox->isChecked());
You need to provide
the QSettings class with an organization name (just as an example,
}

we used "Packt") and an application name (in our case, "Hello_Qt_OpenCV") when you
QSettings
Packt
”）以及应用程序
function
and
construct
it. provide
Then,
it simply
records whatever
pass to the setValue
You
need构造
to
the类时，需要为其提供组织名称（例如，使用“
QSettings
class withyou
an organization
name (just
as an
example,
value
function.
What
we
did
was
we
simply
passed
everything
thatyou
we
returns
it
with
the
"Packt") andHello_Qt_OpenCV
an application name
(in our case, "Hello_Qt_OpenCV"
when
we used
名称（在这里是“
”）。然后，它记录下传递给
setValue)函数的所有内容
setValue
function,
such
as
the
text
in
Line
Edit
widgets
and
so
on,
and
want
to
save
to
the
construct it. Then, it simply records whatever you pass to the setValue function and
并用 value 函数返回它。这里做的就是把想要保存的信息（如行编辑器控件的文本）传递给
when
usedpassed
like this,
takes carethat
of the
just reloaded
when
needed.
NoteWhat
that QSettings
value
function.
we did was, we
simply
everything
we
returns
it withitthe
setValue
函数，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加载该信息。注意，这样使用时，QSettings
会自己处理
storage
location
bysetValue
itself and uses
each operating
default
keep
function,
such as thesystem's
text in Line
Editlocation
widgetstoand
so on,
and
want
to save
to the
application-specific
存储位置，并使用每个操作系统的默认位置来保存特定于应用程序的配置。
just
reloaded it whenconfigurations.
needed. Note that QSettings, when used like this, takes care of the
storage location
by
itself
and uses each
operatingMainWindow
system's default
location to keep
现在，只需将
loadSettings
函数添加到
类的构造函数中即可，构造函数应
function to
the MainWindow
class's constructor. You
Now, simply
add the loadSettings
application-specific configurations.
should
have a constructor function that looks like this:
当类似这样：
Now, simply
add the loadSettings function to the MainWindow class's constructor. You
ui->setupUi(this);
should have
a constructor function that looks like this:
loadSettings();
ui->setupUi(this);
现
在， 将 saveSettings 函 数 添 加 到 closeEvent， 放 在“ event->accept() ” 之 前。 至 此，
loadSettings();

可以尝试一下第一个应用程序了。让我们试着运行并过滤一个图像，分别利用两个滤波器
对图像进行滤波运算，并比较两者的差别。试着运行一下应用程序并找到它的问题，试着
添加更多的参数对其进行改进，等等。图 2-27 是程序运行时的屏幕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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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7

程序运行时的屏幕截图

试着关闭应用程序，检查程序的退出确认代码是否一切正常，如图 2-28 所示。

创建第一个 Qt + OpenCV 项目

图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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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的退出确认界面

很显然，所编写的程序并不完美，但是它涉及了需要了解的几乎所有内容，包括 Qt
Creator IDE 的入门知识以及本书后面的学习方向。Qt Creator 还有三种模式还没有看到，
我们将把 Debug 模式和 Projects 模式放到第 12 章进行介绍，那时将深入讨论在计算机视觉
应用程序中涉及的构建、测试以及调试等概念。下面，再简要介绍一下 Qt Creator 非常重要
的帮助模式，最后介绍它的选项。
2.2.1.4

帮助模式

使用左边的“ Help ”按钮可切换至 Qt Creator 的帮助模式，

图 2-29 “ Help ”按钮

如图 2-29 所示。
Qt Creator 的帮助模式不仅可以按文字搜索与 Qt 相关的所有信息，并查看每一个类和
模块的大量应用示例，而且你必须用它查找每个类所需的正确模块。要这样做，只需切换
到索引模式并搜索想要在应用程序中使用的 Qt 类，如图 2-30 所示。

图 2-30

Qt 帮助模式中的 QMessageBox 类文档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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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MessageBox
As you 如图所示，使用索引和搜索可以轻松访问
can see, QMessageBox class's documentation
page can be 类的文档页面。请注意描述内
easily accessed using the
容之后的前两行：
index
and searching for it. Note the first two lines right after the description:
#include <QMessageBox>
QT += widgets

这说明为了在项目中使用
QMessageBox，必须将
QMessageBox
头包含在源文件里，并
This basically
means, in order to use
QMessageBox in your
project, you have
to include
QMessageBox header
your source files and add the widgets module to your PRO file.
the将控件模块添加至
PROin文件。可以尝试搜索本章用到的所有类，并在文档中查看它们的示
Try例。此外，Qt
searching for all
the classes
you used in this chapter and see their examples in the
Creator
还提供了非常强大的上下文帮助功能。在编辑模式下，把鼠标置于任
documentation. Qt Creator also offers a very powerful context-sensitive help. You can just
何on
Qt F1
类上，按
F1，将在代码编辑器内显示该类的文档页面，如图
2-31 will
所示。
click
with your
mouse over any Qt class and its documentation page
be fetched
right inside the code editor, in Edit mode:

图 2-31

2.2.2

Qt 帮助文档页面的代码编辑器页面

Qt Creator 的选项窗口

进入主菜单，依次单击“ Tools ”与“ Options ”，即可进入 Qt Creator 的选项页。选项

[ 90
]
页和选项卡有很多可配置的参数，因为 Qt
Creator
允许进行非常高级别的自定义。对于大多

数人，Qt Creator 的默认选项足以满足大部分的需求，但是，如果不知道如何配置 IDE，有
些任务就无法完成，请看图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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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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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窗口页面截图

可以使用左边的按钮切换页面，每页都包含许多因相关而同组的选项卡。下面是每组
选项的主要功能：
T 环境（Environment）：它主要包括与 Qt Creator 外观相关的设置，可以在这里更改
主题（在本章开头提到过）、字体、文本大小、语言及其所有设置。
T 文本编辑器（Text Editor）：这组设置包括与代码编辑器相关的所有内容。在这里，
可以更改代码高亮显示、代码完成等设置。
T FakeVim ：这是为熟悉 Vim 编辑器的人准备的，在这里，可以在 Qt Creator 中启用
并配置 Vim 样式的代码编辑。
T 帮助（Help）：包含与 Qt Creator 帮助模式以及上下文帮助功能相关的所有选项。
T C++：这里可以找到与 C++ 编码和代码编辑相关的设置。
T Qt Quick ：可以在这里找到影响 Qt Quick 设计器以及 QML 代码编辑的选项。我们
将在 12 章学习更多有关 QML 的内容。
T 构建和运行（Build & Run）：这可能是 Qt Creator 中最重要的选项页。这里的设置
会直接影响应用程序的构建和运行体验。我们将在 11 章中配置相关设置，并学习
关于静态链接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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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调试器（Debugger）：这部分包含与 Qt Creator 调试模式相关的设置。第 10 章将介
绍更多有关内容。
T 设计器（Designer）
：可用于配置 Qt Creator 模板项目以及与设计模式相关的其他设置。
T 分析器（Analyzer）：它包括与 Clang 代码分析器、QML 分析器等相关的设置，本
书将不会介绍这部分内容。
T 版本控制（Version Control）：Qt 提供了与众多版本控制系统的非常可靠的集成，比
如 Git 和 SVN。在这里，可以配置与在 Qt Creator 中进行版本控制相关的所有设置。
T 设 备（Devices）： 正 如 将 在 第 12 章 中 看 到 的， 可 以 用 它 为 Android 开 发 配 置 Qt
Creator，包括与设备相关的所有设置。
T 代码粘贴（Code Pasting）：用于配置一些第三方服务，这些服务可以由 Qt Creator
用于代码共享之类的任务。
T Qbs：Qbs 完全超出本书的学习范围，并且我们也用不到。
T 测试设置（Test Settings）：包含与 Qt 测试相关的设置等等。在第 10 章中，将介绍
Qt 测试，在那里将介绍如何为 Qt 应用程序编写单元测试。
除此之外，还可以使用 Qt Creator 的滤波器工具迅速定位选项窗口中的所需设置，如
图 2-33 所示。

图 2-33

Qt Creator 的选项窗口中的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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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这一章介绍了 Qt Creator，这部分内容将奠定后续章节学习的基础，使得后面可以专

注于创建工程项目，而不是重复的操作说明、配置技巧和提示。本章介绍了如何使用 Qt
Creator 来设计用户界面，并为用户界面编写代码。还介绍了一些常用的 Qt 类，以及它们是
如何在不同的模块中封装的。通过学习 Qt Creator 的不同模式，并构建一个应用程序，我们
现在自己可以多做练习，甚至还可以改进编写的应用程序。从下一章开始到最后一章，我
们将构建一个可扩展的基于插件的计算机视觉应用程序的框架。同时，下一章中，我们将
学习 Qt 和 OpenCV 中的不同设计模式，以及如何使用类似的模式来构建易于维护和可扩展
的应用程序。

C H A P T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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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环境的随机性，专业的应用程序到头来永远会变得不专业，它们从一开始就是这
样设计的。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如果知道一条黄金法则，它可以帮助你创建能
够轻松扩展、维护、缩放和定制的应用程序，这就变得相当容易了。这里的黄金法则只是
一个简单的概念，幸运的是，Qt 框架已经有了实现的方法，即以模块化的方式构建应用程
序。请注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模块化不仅仅是指库或不同源代码模块，而是指应用程
序的每个功能都是独立于其他程序创建和构建的。事实上，这正是 Qt 与 OpenCV 自身创建
的方式。你可以很容易地对一个模块化应用程序进行扩展，甚至还可以由不同背景的开发
人员对其进行扩展。可以将一个模块化的应用程序扩展到支持很多不同的语言、主题（样式
或外观），还可以扩展到支持很多不同的功能。
在本章中，我们将完成一个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任务，即为使用 Qt 和 OpenCV 框架的计
算机视觉应用程序构建一个完整的基础结构（或体系结构）。你将学习如何创建即使在部署
（交付给用户）之后也可以扩展的 Qt 应用程序。这个过程包含很多内容，包括如何向应用程
序添加新的语言，如何向应用程序添加新的样式，以及最重要的，如何构建基于插件的 Qt
应用程序，并且可以通过添加新插件对其进行扩展。
首先，将通过完成一个 Qt 项目的结构以及包含的文件，学习在构建 Qt 应用程序时后
台通常会发生什么。然后，我们将学习 Qt 和 OpenCV 中一些最广泛使用的设计模式，以及
这两个框架使用这些设计模式的好处。接着，将学习如何创建可以用插件扩展的应用程序。
还将学习如何在应用程序中添加新样式和新语言。在本章的最后，你将能够创建一个完整、
跨平台、多语言、基于插件并具有可定制外观的基础计算机视觉应用程序。在接下来的两
章（第 4 章和第 5 章）以及在本书其他章节用到插件时，特别是在第 6 章之后，当我们真正
开始深入研究计算机视觉主题和 OpenCV 库时，再对这个基础应用程序进行扩展。

platform, multi-language, plugin-based, and with a customizable look and feel. This base
application will be extended in the next two chapters, Chapter 4, Mat and QImage, and
Chapter 5, The Graphics View Framework, and later on using plugins for the rest of the book,
especially after Chapter 6, Image Processing in OpenCV, when we'll start to really dig into
创建完整的 Qt + OpenCV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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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vision subjects and OpenCV libraries.
In this chapter, we will cover the following topics:

本章将介绍以下主题：
Structure of a Qt project and Qt build process
T Design
Qt 项目结构与
构建过程
patterns Qt
in Qt
and OpenCV
T Styling
Qt 和 OpenCV
中的设计模式
in Qt applications
in Qt applications
T Languages
Qt 应用程序样式
to use Qt Linguist tool
T How
Qt 应用程序语言
How
to Create
and Use plugins in Qt
T 如何使用
Qt 语言工具
T 如何在 Qt 中创建和使用插件

Behind
the scenes
3.1 后台

In Chapter 2, Creating Our First Qt and OpenCV Project, you learned how to create a simple
Qt+OpenCV application called Hello_Qt_OpenCV. This project included almost all of the
在第 2 章中，你学习了如何创建简单的名为“ Hello_Qt_OpenCV ”的 Qt + OpenCV 应
basic features provided by Qt, although we didn't go into too much detail on how our
用程序。尽管没有详细说明项目是如何构建到一个具有用户界面和（几乎可以接受的）行
project
was built into an application with a user interface and an (almost acceptable)
behavior.
In this section, you will learn aboutQt
what
went on behind the scenes when we
为的应用程序中的，但是这个项目包括
提供的几乎所有的基本特性。在本节中，将学
clicked on the Run button. This will help us with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ucture of
习单击“ Run ”按钮时，程序内部所发生的事情。这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 Qt 工程项目的结
a Qt project and what the purpose of each file in the project folder is. Let's start by opening
the构，以及项目文件夹中每一个文件的用途。让我们先打开项目文件夹，逐个浏览这些文件。
project folder and going through the few files one by one. So, we have the following in
the
folder:
“Hello_Qt_OpenCV
Hello_Qt_OpenCV ”文件夹中，有下面这些文件：
Hello_Qt_OpenCV.pro
Hello_Qt_OpenCV.pro.user
main.cpp
mainwindow.cpp
mainwindow.h
mainwindow.ui

在列表中的第一个文件“ hello_qt_opencv.pro ”基本上是构建工程项目时由 Qt 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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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称为 Qt 项目文件，一个名为“ qmake ”的内部 Qt 程序负责处理该
文件。

3.1.1

qmake 工具

qmake 工具是使用 *.pro 文件的内部信息帮助生成 makefiles 的一个程序。这意味着，
使用非常简单的语法（与其他 make 系统中更复杂的语法相反），qmake 可以为正确编译和构
建应用程序生成所有必需的命令，并将生成的文件放入构建文件夹中。
当构建 Qt 工程项目时，首先创建新的构建文件夹，在默认情况下，新创建的这个
构建文件夹与工程项目文件夹处于同一级别。在这里，这个文件夹应该有一个类
似于“build-Hello_Qt_OpenCV Desktop_Qt_5_9_1_*-Debug ”的名字，根据平台的
不同，* 可以不同，且可以在工程项目文件夹所在的位置找到该文件夹。Qt 生成的
所有文件（使用 qmake 或者将在本章学习的一些其他工具）以及 C++ 编译器都位
于这个文件夹及其子文件夹内。这个文件夹称为工程项目的 Build 文件夹，这也是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 Qt+OpenCV Project
Creating
CreatingaaComprehensive
ComprehensiveQt+OpenCV
Qt+OpenCVProject
Project

These lines simply mean the TARGET name is Hello_Qt_OpenCV, which is the name of our
TEMPLATE
type
app means
our project is an application.
Wename
also have
project
and
These
simply
mean
TARGET
name
isisHello_Qt_OpenCV
, ,which
of
Theselines
linesthe
simply
meanthe
the
TARGET
namethat
Hello_Qt_OpenCV
whichisisthe
the
name
ofour
our
the
following:
project
and
TEMPLATEtype
typeapp
appmeans
meansthat
thatour
ourproject
projectisisan
anapplication.
application.We
Wealso
alsohave
have
project
andthe
theTEMPLATE
the
thefollowing:
following:
SOURCES += \
main.cpp
SOURCES
+=
SOURCES
+= \\\
mainwindow.cpp
main.cpp
main.cpp \\
HEADERS
+= \
mainwindow.cpp
mainwindow.cpp
mainwindow.h
HEADERS
+=
HEADERS
+= \\
FORMSmainwindow.h
+= \
mainwindow.h
mainwindow.ui
FORMS
+=
FORMS
+= \\
mainwindow.ui
mainwindow.ui

Quite obviously, this is how header files, source files, and user interface files (forms) are
included
in our project.
even
added
our
own files,
code
to
the
Project
file, as
follows:
Quite
this
how
header
files,
source
user
interface
files
(forms)
Quiteobviously,
obviously,
thisisisWe
how
header
files,
source
files,and
and
user
interface
files
(forms)are
are
included
includedin
inour
ourproject.
project.We
Weeven
evenadded
addedour
ourown
owncode
codeto
tothe
theProject
Projectfile,
file,as
asfollows:
follows:
win32: {
include("c:/dev/opencv/opencv.pri")
win32:
{{
win32:
} include("c:/dev/opencv/opencv.pri")
include("c:/dev/opencv/opencv.pri")
unix:
!macx{
}}
CONFIG
+= link_pkgconfig
unix:
unix: !macx{
!macx{
PKGCONFIG
opencv
CONFIG
link_pkgconfig
CONFIG +=
+=+=
link_pkgconfig
} PKGCONFIG
PKGCONFIG +=
+= opencv
opencv
unix:
macx{
}}
INCLUDEPATH
unix:
macx{
unix:
macx{ += "/usr/local/include"
LIBS
+= -L"/usr/local/lib"
\
INCLUDEPATH
+=
INCLUDEPATH
+= "/usr/local/include"
"/usr/local/include"
-lopencv_world
LIBS
LIBS +=
+= -L"/usr/local/lib"
-L"/usr/local/lib" \\

} -lopencv_world
-lopencv_world
}}

You already learned that this is how Qt can see OpenCV and use it in a Qt project. Search
for
the
qmakelearned
Manual
in the
help
index
information
about
all
possible
You
already
that
this
isishow
see
OpenCV
and
You
already
learned
that
thisQt
howQt
Qtcan
canfor
seemore
OpenCV
anduse
useit
itin
inaaQt
Qtproject.
project.Search
Search
commands
andManual
functions
qmake
and
morefor
detailed
informationabout
aboutall
how
it works.
for
the
Qt
index
more
forthe
theqmake
qmake
Manualin
inin
the
Qthelp
help
index
for
moreinformation
allpossible
possible
commands
commandsand
andfunctions
functionsin
inqmake
qmakeand
andmore
moredetailed
detailedinformation
informationabout
abouthow
howititworks.
works.
After qmake has processed our Qt project file, it starts looking for the source files
function
single and
mentioned
in has
the
project.
Naturally,
every C++
program
has a main
After
our
file,
for
source
files
Afterqmake
qmake
hasprocessed
processed
ourQt
Qtproject
project
file,it
itstarts
startslooking
looking
forthe
the
source(a
files
main
function)
in
one
of
its
source
files
(not
in
the
header
files),
and
our
application
unique
mentioned
mainfunction
function(a(asingle
singleand
and
mentionedin
inthe
theproject.
project.Naturally,
Naturally,every
everyC++
C++program
programhas
hasaamain
is
no exception.
Our main
function
the applica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 Qt
main
in
source
files
the
header
and
unique
mainfunction)
function)
inone
oneof
ofits
itsfor
source
files(not
(notin
inis
the
headerfiles),
files),
andour
ourapplication
application
unique
main.cpp
file.
open the
file and
see what
itQt
Creator,
and it's inside
the function
isisno
Our
the
application
isismain.cpp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
noexception.
exception.
Ourmain
main
functionfor
for
theLet's
applica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Qt
contains:
Creator,
main.cppfile.
file.Let's
Let'sopen
openthe
themain.cpp
main.cppfile
fileand
andsee
seewhat
whatitit
Creator,and
andit's
it'sinside
insidethe
themain.cpp
contains:
contains:
#include "mainwindow.h"
#include
#include
"mainwindow.h"
#include<QApplication>
"mainwindow.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include
<QApplication>
#include
<QApplication>
{int
int main(int
main(int argc,
argc, char
char *argv[])
*argv[])
{{QApplication a(argc, argv);
MainWindow
w; a(argc,
QApplication
QApplication
a(argc, argv);
argv);
w.show();

mentioned in the project. Naturally, every C++ program has a main function (a single and
unique main function) in one of its source files (not in the header files), and our application
is no exception. Our main func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i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 Qt
Creator, and it's inside the main.cpp file. Let's open the main.cpp file and see what it
contains:
#include "mainwindow.h"
#include <QApplication>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QApplication a(argc, argv);
MainWindow w;
w.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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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进 MainWindow 类构造函数的。setupUi 函数负责根据在 mainwindow.ui 文件
中的设置信息来设置用户界面上的相关内容。本章稍后将介绍 retranslateUi 函数以
及如何在多语言的 Qt 应用程序中使用这个函数。
Qt 的 所 有 生 成 文 件 都 保 存 到 构 建 文 件 夹 之 后， 像 所 有 其 他 C++ 程 序 一 样， 这 些 文
件会传递给 C++ 编译器，然后被编译，再被链接，最终在构建文件夹中创建应用程序。
Windows 用户应该注意到，用 Qt Creator 运行应用程序时，Qt Creator 解析所有的 DLL 文
件路径，但是，如果试图从构建文件夹中运行程序，就会出现很多错误信息，你的应用程
序将会崩溃，或者根本无法启动。第 10 章将学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还将学习如何正确地
将应用程序交付给用户。

3.2

设计模式
尽管假设本书的读者不是设计模式否定者，但是提醒自己为什么设计模式存在，以及

为什么一个成功的框架（例如 Qt）会广泛使用不同的设计模式，仍然是一个很不错的想
法。首先，设计模式只是软件开发任务中众多解决方案之一，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事实
上，大多数情况下它甚至不是最快的解决方案。然而，设计模式无疑是解决软件开发问
题的最结构化的方法，有助于确保为程序添加的所有内容都使用了一些预定义的模板式
结构。
设计模式拥有适用于不同类型问题的名称，比如对象创建、如何运行、如何处
理 数 据 等 等。Eric Gamma、Richard Helm、Ralph E. Johnson 和 John Vlissides
（称 为“ 四 人 组 ”） 在《 Design Patterns: Elements of Reusable Object Oriented
Software 》一书中描述了许多广泛使用的设计模式，该书已经成为计算机科学领域
中关于设计模式的经典参考书。如果对设计模式还不了解，那么在继续之前，一
定要花一些时间学习一下与之有关的内容。学习软件开发中的反模式也是有意义
的。如果第一次接触这个主题，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一些反模式非常普遍，避开这
些反模式是至关重要的。
下面是 Qt 和 OpenCV 框架中使用的一些重要的设计模式（按字母顺序排列），以及实现
这些设计模式的类或函数的一些简要描述和示例。请仔细查看表 3-1 中的示例案例，了解
与每个设计模式相关的一些类或函数。在本书各种各样的例子中，也将会介绍实际操作中
用到的类。
OpenCV 框架并不是一个通用的框架，不能用于构建日常应用程序、复杂的用户界
面等等。基于这个原因及其自身特性，它没有实现 Qt 使用的所有设计模式，相比
之下，在 OpenCV 中只实现了其中很小的一个子集。尤其是因为 OpenCV 关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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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效率，所以大多数情况首选全局函数以及低层实现。然而，只要速度和效率不
再是目标，就会有一些 OpenCV 类实现了设计模式（例如，抽象工厂），参见表 3-1
示例案例。
表 3-1
设计模式

与每个设计模式相关的类和函数概述
描

述

示例案例

抽象工厂

可用来创建所谓的工厂类，这些类能
够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创建对象并控制新
对象的创建，例如，防止对象拥有超过
定义的实例数

在这本章中，将学习如何使用这个设计模式来
编写基于插件的 Qt 应用程序。DescriptorMatcher
抽象类中的 create() 函数是 OpenCV 中这种设计
模式的一个例子

命令

利用该设计模式，可以用对象表示操
作， 从 而 实 现 组 织 操 作 顺 序、 记 录 操
作、恢复操作等功能

QAction ：这个类允许创建特定的操作，并将
它们分配给控件。例如，可以使用 QAction 类
创建一个带有图标和文本的打开文件操作，然
后可以将其分配给主菜单项以及键盘快捷键（如
Ctrl + O），等等

组合

用于创建由子对象组成的对象。这在
创建由许多简单对象组成的复杂对象时
特别有用

QObject：这是所有 Qt 类的基类。
QWidget：这是所有 Qt 控件的基类。
任何带有树状设计结构的 Qt 类都是组合模式的
一个例子

外观模式

可以通过提供一个简单的接口来封装
操作系统（或任何其他系统）的低层功
能。封装器和适配器设计模式在定义上
是非常相似的

QFile ：可以用来读取 / 写入文件。基于操作
系统的低层 API 所封装的所有 Qt 类基本上都是
外观设计模式的例子

享元模式
( 或桥、私有实现 )

备忘录模式

QString：可以用来存储和操作 Unicode 字符串。
该设计模式的目标是避免数据复制， 事实上，很多 Qt 类都采用这个设计模式，当需要
并在相关对象之间使用共享数据（除非 一个对象的副本时，它可以帮助传递一个指向共
有必要）
享数据空间的指针，从而实现更快的对象复制和
更少的内存空间使用。当然，代码也更复杂
用于保存和（稍后）加载对象的状态

该设计模式相当于编写一个类，可以存储 Qt 对
象的所有属性，并通过恢复它们创建一个新的对象

元对象
（或反射机制）

在这个设计模式中，用所谓的元对象
来描述对象的详细信息，以便更健壮地
访问该对象

QMetaObject ： 只 包 含 关 于 Qt 类 的 元 信 息。
对 Qt 的元对象系统细节的介绍，超出了本书的
范围。简单来说，首先 Qt 元对象编译器 (MOC)
编译每个 Qt 程序，生成所需的元对象，然后再
由实际的 C++ 编译器编译

单态

允许同一个类的多个实例以相同的方
式运行（通常，通过访问相同的数据或
执行相同的函数）

QSettings：用于提供应用程序设置的保存 / 加
载功能。我们在第 2 章中使用 QSettings 类加载
和保存同一个类的两个不同实例

这是一种广泛使用的设计模式，用于
MVC
将应用程序或数据存储机制（模型）的
（模型 - 视图 - 控制器） 实现与用户界面或数据表示（视图）以
及数据操作（控制器）分离开来

QTreeView：这是模型视图的树状实现。
QFileSystemModel: 用于根据本地文件系统的
内容来获取数据模型。
QTreeView（或任何其他的 QAbstractItemView）
和 QFileSystemModel（或任何其他的 QAbstractItem
Model）的组合，可以用于实现 MVC 设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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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设计模式

描

述

示例案例

观察者
（或发布 / 订阅）

该设计模式用于生成能够侦听（或观
察）其他对象的更改并相应地做出响应
的对象

QEvent ： 这 是 所 有 Qt 事 件 类 的 基 础。 可 以
将 QEvent（及其众多子类）看作观察者设计模
式 的 低 层 实 现。 另 一 方 面，Qt 支 持 信 号 和 槽
机制，这是一种更方便、更高级的使用观察者
设计模式的方法。我们在第 2 章中已经使用了
QCloseEvent (QEvent 的子类 )

串行器

在创建类（或对象）时，可以使用该
模式来读取或写入其他对象

QTextStream ：用于将文本读取和写入文件或
其他 IO 设备
QDataStream ：用于从 IO 设备和文件读取或
写入二进制数据

单例模式

用于将一个类限制为单个实例

QApplication ：这可以用于以各种方式处理 Qt
控件应用程序。确切地说，QApplication（或全局
qApp 指针）中的 instance () 函数是单例设计模式
的一个例子。在 OpenCV 中的 cv::theRNG() 函数
（用于获取默认随机数生成器 (RNG)）是单例实现
的一个示例。注意，RNG 类本身并不是单例

参考文献：
T Design Patterns: Elements of Reusable Object-Oriented Software, by Eric Gamma,
Richard Helm, Ralph E. Johnson and John Vlissides
T An Introduction to Design Patterns in C++ with Qt, second Edition, by Alan Ezust and
Paul Ezust
表 3-1 并不是完整的设计模式列表，这张列表只关注 Qt 和 OpenCV 中的设计模
式，可满足本书的学习需求。如果对这个主题感兴趣，可以阅读上面列出的参考
书，但是表 3-1 中的内容足以满足本书的学习。
此外，可以查看文档页面，进一步了解表 3-1 中提到的每个类的详细内容是非常有益
的。可以利用 Qt Creator 帮助模式，在索引中搜索每个类，查看每个类的代码示例，并试着
自己使用这些类。这不仅仅是学习 Qt 的最好方法之一，也是理解不同设计模式的实现和行
为的最好方法。

3.3

Qt 资源系统
在后面，你将学习如何为应用程序添加样式和多语言支持，但在此之前，必须熟悉 Qt

资源系统。简单地说，这是在 Qt 中将资源文件（例如字体、图标、图像、翻译文件、样式
表文件等等）添加至应用程序（和库）的方法。
使用 *.qrc 文件（资源收集文件），Qt 可支持资源管理。这些文件是简单的 XML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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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应用程序需要包含的资源文件的相关信息。请看一个简单的示例，然后在“ Hello_Qt_
openCV ”应用程序中包含一个图标，以便更好地理解 Qt 资源系统是如何工作的：
1. 确保在 Qt Creator 中打开“ Hello_Qt_OpenCV ”工程项目，选择“ File ”，然后选择
“ New File or Project ”。在新文件窗口中，从左边的第二个列表中选择“ Qt ”，然后
选择“ Qt Resource File ”，如图 3-1 所示。

图 3-1

Qt Creator 中的新工程项目文件界面

2. 单击“ Choose... ”按钮，在下一个界面中，将名称设置为“ resources ”。路径默认
设置为你的工程项目文件夹。依次单击“ Next ”和“ Finish ”。最终将有一个名为
“ resources.qrc ”的新文件添加到项目中。如果在 Qt Creator 中打开这个文件（通过
单击右键，选择“ Open in Editor ”），将会看到 Qt Creator 中的资源编辑器。
3. 在这里，可以使用“ Add ”按钮打开下面两个选项：
Add Files
Add Prefix
此处的文件可以是想要添加到工程项目中的任意文件。但是，前缀基本上是一个包含
许多文件的虚文件夹（也可以看作容器）。请注意，这并不一定表示在项目文件夹上的文件
夹或子文件夹，而仅仅是一种表示方法，是一种对资源文件进行分组的方法。
4. 首先，单击“ Add Prefix ”，然后在前缀字段中输入“ images ”。
5. 然后，单击“ Add Files ”，并选择一个图像文件（在这里，计算机上的任意 *.jpg 文
件都可以），如图 3-2 所示。

创建完整的 Qt + OpenCV 项目

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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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图像文件界面的截图

在这个示例中，同样使用了第 1 章以及第 2 章中用到的“ test.jpg ”示例图像。请注意，
资源文件应该在工程项目文件夹或者在其子文件夹中。否则，将会出现如图 3-3 所示的确
认提示信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请单击“ Copy ”按钮，并保存工程项目文件夹中的资源
文件。

图 3-3

文件位置无效的提示信息

就是这样，现在，在构建并运行“ Hello_Qt_OpenCV ”应用程序时，应用程序中就会
包含该图像文件，并且可以像访问操作系统上的文件一样去访问这个文件，但是路径与普
通文件路径略有不同。在我们的示例中，test.jpg 文件的路径为：

to change the look of the border, background color, and minimum accepted size of
QPushButton. To get an overview of what kind of stylings can be applied to any widget,
you can read the Qt Style Sheets Reference in the Qt Help mode. It should be already on
your computer and you can access it offline from the Help index anytime. There, you will
74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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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all
for Qt widgets, with clear examples that you can copy and modify
to fit your own needs and what kind of look and feel you want to have in your application.
Here is the result of the two simple style sheets we just used. As you can see, we now have
a different
look for ourQt
browse
buttons:
到所有可能应用于
控件的样式，并获得了简明的示例，可以复制和修改这些示例，以满

足自己应用程序界面与外观的需要。下面是刚刚使用的两个简单样式表的结果。如图 3-5
所示，现在，“ Browse ”按钮有了不同的外观。

图 3-5 “ Browse ”按钮的外观

In the preceding
example, we also avoided setting a proper Style
Rule in the style sheet. A
前面的例子回避了样式表中样式规则的设置问题。Qt
样式表中的样式规则由“选择器”
style
rule
in
the
Qt
style
sheet
consists
of
a
Selector
and
Declaration.
The Selector specifies
和“声明”组成，其中选择器用于指定将使用样式的控件，而声明就是样式本身。在前面
the widgets that will use the style, and declaration is simply the style itself. Again, in our
的例子中，我们只使用了一个声明，而选择器就是（隐式地）得到样式表的控件，这里给出
preceding
example, we only used a declaration and the selector was (implicitly) the widget
that一个例子：
got the style sheet. Here's an example:
QPushButton
{
border: 2px solid #222222;
border-radius: 10px;
background-color: #99ff99;
min-width: 80px;
min-height: 35px;
}

此处，QPushButton（或者说，在“ { ”之前的所有内容）是选择器。在“ { ”和“ } ”
之间的代码部分是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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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看看 Qt 中样式表设置的一些重要概念。

3.4.1

选择器类型

表 3-2 是可以在 Qt 样式表中使用的选择器类型。恰当地使用这些选择器可以极大地减
少样式表所需的代码量，改变 Qt 应用程序的外观。
表 3-2
选择器的类型

Qt 样式表中使用的选择器类型及其描述
例

子

描

述

通用选择器

*

所有控件

类型选择器

QPushButton

指定类型的控件及其子类

属性选择器

QPushButton[text='Browse']

其指定属性设置为指定值的控件

Property

QPushButton[text='Browse']

These are widgets with a specified
property set to a specified value

Class

.QPushButton

These are widgets with a specified
创建完整的
+ OpenCV 项目
type,
but not itsQtsubclasses

ID

QPushButton# inputPushButton

These are widgets with a specified
type and objec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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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选择器的类型

Descendant

ID 选择器
后代选择器

子

.QPushButton

类选择器

Child

例

QDialog QPushButton

QPushButton# inputPushButton

QDialog > QPushButton

子选择器

QDialog QPushButton

These are widgets that
are
描
述
descendants (children) of another
具有指定类型的控件，但不包括其子类
widget

objectName 的控件
These具有指定类型和
are widgets that
are direct
作为另一个控件的后代（子控件）的控件
children
of another widget

QDialog > QPushButton

作为另一个控件的直接子控件的控件

Sub-controls
3.4.2 子控件

Chapter 3
Or better yet, sub-widgets are the child widgets inside the complex widget. An example
简单地说，子控件是复杂控件内的孩子控件，例如，QPinBox
控件上的向下和向上箭
be selected with
would be
the down and up arrow buttons on a QPinBox widget. They can
Always remember to refer to the Qt Style Sheets Reference article available in the QtChapter 3
:: operator, as seen
in the following example:
the 头按钮。可以用“
::
”操作符来选择子控件，如下例所示：
Creator Help mode for a (more or less) complete list of sub controls for each widget. Qt is
an evolving
framework and new functionalities are added on a regular basis so there's no
QSpinBox::down-button
Always
remember
toits
refer
todocumentation.
the Qt Style Sheets Reference article available in the Qt
better
reference
than
own
Creator
帮助模式中，为每个控件提供了完整的子控件列表，请在
Creator 请始终记住，在
Help mode for a Qt
(more
or less)
complete list of sub controls for each widget. Qt is
an evolving
framework
and
new
functionalities
are added on a regular basis so there's no Qt 自
该模式下查阅 Qt 样式表参考文档。Qt 是不断发展的框架，会定期添加新功能，因此
better reference than its own documentation.
己的文档是最好的参考资料。
[ 114 ]

Pseudo-states

Each widget can have some pseudo-states, such as hover, pressed, and more. They can be
3.4.3in style
伪状态
selected
sheets using the : operator, as seen in the following example:

Pseudo-states

每个控件都可以有一些伪状态，比如鼠标悬停、按键等等。可以使用“
：”操作符在样
QRadioButton:!hover
{ color: black
} hover, pressed, and more. They
Each widget
can have some pseudo-states,
such as
can be
selected
in style sheets using the : operator, as seen in the following example:
式表中选择这些伪状态，如下面的例子所示：
Just like with sub-controls, always refer to Qt Style Sheets Reference in the Qt Creator Help
{ color: black
} widget.
mode forQRadioButton:!hover
a list of applicable pseudo-states
for each
Qt Creator
帮助模式中的
“ Qt Style
Sheets
Reference
”来获
Just like与子控件类似，可通过查阅
with sub-controls, always refer
to Qt Style
Sheets Reference
in the
Qt Creator
Help
mode
for a list of applicable pseudo-states for each widget.
取每个控件可应用的伪状态列表。

Cascading

You3.4.4
can set style
级联sheets for the whole application, parent widgets, or child widgets. In our
preceding examples, we simply set the style sheets for two child widgets. The styling of
你可以为整个应用程序、父控件或子控件设置样式表。前面的例子只为两个子控件设
each widget
will be decided on the cascading rule, which simply means that each widget
Youalso
can get
set style
sheets
forset
theinwhole
application,
parent
widgets,iforthere
childare
widgets.
In our
will
the
style
rules
parent
widget or the
application
any style
置了样式表。每个控件的样式由级联规则决定，这意味着，如果为父控件或应用程序设置
preceding
examples,
we
simply
set
the
style
sheets
for
two
child
widgets.
The
styling
of are
sheets set for them. We can use this fact to avoid redundantly setting the style rules that
each
widget
will
be
decided
on
the
cascading
rule,
which
simply
means
that
each
widget
了样式表，那么每个控件均可获得这些样式规则。利用这一点，可以避免对整个应用程序
common to the entire application or a specific window in each widget over and over again.
will或者控件中指定窗口重复设置相同的样式规则。
also get the style rules set in parent widget or the application if there are any style
sheetslet's
set for
We can style
use this
factintoMainWindow
avoid redundantly
theall
style
ruleslearned
that are
Now,
try them.
the following
sheet
, which setting
combines
you've
现在，让我们在
MainWindow
中尝试下面的样式表，这个简单的例子可以将学到的全
common
thesimple
entire application
or a sure
specific
each widget
over(for
again.
in
a singletoand
example. Make
youwindow
delete allinpreviously
setover
styleand
sheets
the
Browse
”按钮设置的样式表，并在窗口
two部知识结合在一起。请确保删除所有先前为两个“
Browse buttons) and simply use the following in the
stylesheet
property of the window
Now, let's try the following style sheet in MainWindow, which combines all you've learned
widget:
stylesheet
”属性中简单地输入下面这些代码：
in a控件的“
single and
simple example.
Make sure you delete all previously set style sheets (for the

Cascading

*
two Browse
buttons) and simply use the following in the stylesheet property of the window
widget: {
font: 75 11pt;
* background-color: rgb(220, 220, 220);
}{
QPushButton,
QLineEdit, QGroupBox
font: 75 11pt;
{ background-color: rgb(220, 220, 220);
} border: 2px solid rgb(0, 0, 0);
border-radius:
10px; QGroupBox
QPushButton,
QLineEdit,
{ min-width: 80px;
min-height:
border: 2px 35px;
solid rgb(0, 0, 0);
}

widge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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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75 11pt;
第3章
background-color: rgb(220, 220, 220);

}
QPushButton, QLineEdit, QGroupBox
{
border: 2px solid rgb(0, 0, 0);
border-radius: 10px;
min-width: 80px;
min-height: 35px;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
Qt+OpenCV Project
}
QPushButton
{
background-color: rgb(0, 25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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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LineEdit
{
background-color: rgb(0, 170, 255);
}
QPushButton:hover, QRadioButton:hover, QCheckBox:hover
{
color: red;
}
QPushButton:!hover, QRadioButton:!hover, QCheckBox:!hover
{
color: black;
}

如果现在运行应用程序，可以看到外观上的变化。还将注意到，
“ Close
If you run
your application now, you can see the change in the look. You will
also ”确认对话框
notice
that窗口控件的样式也发生了变化，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在其父窗口中设置了样式表，图
even the style for the Close confirmation dialog widgets have changed and the reason 3-6
is simply
the fact that we set the style sheet in its parent window. Here's a screenshot:
是截图。

图 3-6

设置样式表后的界面截图

不 用 说， 可 以 在 一 个 文 本 文 件 中 保 存 样 式 表， 并 在 运 行 时 加 载 设 置 样 式 表 来 完 成
Needless to say, you can do the same by saving the style sheet in a text file and loading and
同 样it的
作， 在 本
后面
建 完on
整in
的 this
计 算chapter
机 视 觉when
应用程
序build
的基础
将进行这
setting
on工runtime,
as章
we'll
do构later
we
the时，
foundation
of样 的 操
our作。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You阅
can3.3
even
store
除 此 之 外，computer
正 如 在 本vision
章前面
学 习 到 的（参
节）
， 也 a可default
以 在 应style
用 程sheet
序中存储一
inside the application, as you learned earlier in this chapter (refer to Qt Resource System),
个 默 认 的 样 式 表， 并 在 默 认 情 况 下 加 载 该 文 件， 如 果 在 计 算 机 的 特 定 位 置 存 储 了 自 定
and load it by default, and maybe skip it if there is a custom file stored on a specific location
义的
文 件， 还
可以
跳 过you
默认
加easily
载的文
件。customizable
甚至可以拆分
任 务， 并 请
专业
设even
计人员提供
in the
computer.
This
way,
can
have
applications.
You
can
split一the
tasks
and ask
professional
designer
with
a样
Style
Sheet
个样
式 表，
以 便a 在
应用程序中
使 用。to
这simply
说 明 在provide
Qt 应 用you
程序
中，
式化
是 很so容 易 实
that you can use it in your application. That's essentially how easy styling is in Qt
现的。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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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 语言工具允许对项目中所有可翻译元素进行快速简单的翻译。只需以所有显示的语
言逐项完成翻译，并用顶部的工具栏将它们标记为“ Done ”。在退出 Qt 语言工具之前，一
定要保存。
6. 利用翻译的 TS 文件创建 QM 文件，它们是压缩的二进制 Qt 语言文件。要这样做，
需使用 Qt lrelease 工具。
lrelease 的用法与前面步骤中学到的 lupdate 相同，只需用 lrelease 替换所有 lupdate
命令即可。
7. 将 QM 文件（二进制语言文件）添加到应用程序资源中。
已经学过如何使用 Qt 资源系统，在这里，只需创建名为“translations ”的新前缀，
并在该前缀下添加新创建的 QM 文件。如果没有错误，工程项目中将出现图 3-8 中
的内容。

图 3-8

工程项目中显示的内容截图

8. 现 在， 可 以 开 始 使 用 QTranslator 类 来 赋 予 应 用 程 序 多 语 言 功 能， 并 且 在 运 行 时
可 以 在 不 同 的 语 言 之 间 切 换。 请 再 次 回 到 示 例 项 目“ Hello_Qt_OpenCV ”。 在
应 用 程 序 中 有 不 同 的 翻 译 方 法， 但 是， 现 在 将 从 最 简 单 的 方 法 开 始。 首 先， 将
QTranslator 添 加 到 mainwindow.h 文 件 中， 并 在 MainWindow 类 中 定 义 两 个 私 有
QTranslator 对象：

your
your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and
and also
also switch
switch between
between languages
languages at
at runtime.
runtime. Let's
Let's go
go back
back
Hello_Qt_OpenCV
.
There
are
different
once
again
to
our
example
project,
once again to our example project, Hello_Qt_OpenCV. There are different
approaches
approaches to
to having
having translators
translators in
in an
an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but,
but, for
for now
now we
we will
will start
start with
with
QTranslator
include
file
to
your
the
simplest
one.
Start
by
adding
the
the simplest one. Start by adding the QTranslator include file to your
80mainwindow.h
第3章
mainwindow.h file
file and
and define
define two
two private
private QTranslator
QTranslator objects
objects in
in the
the
MainWindow
MainWindow class
class as
as follows:
follows:
QTranslator
QTranslator *turkishTranslator;
*turkishTranslator;
QTranslator
QTranslator *germanTranslator;
*germanTranslator;

9.
the
to
MainWindow
the
9.
在调用
loadSettings
函数之后，立即将下面的内容添加到
MainWindow
9. Add
Add
the following
following
to the
the
MainWindow constructor
constructor code,
code, right
right after
after
the call
call to
to构造函数代
loadSettings
function:
loadSettings
function:
码中：
turkishTranslator
turkishTranslator == new
new QTranslator(this);
QTranslator(this);
turkishTranslator
turkishTranslator
->load(":/translations/translation_tr.qm");
->load(":/translations/translation_tr.qm");
germanTranslator
germanTranslator == new
new QTranslator(this);
QTranslator(this);
germanTranslator
germanTranslator
->load(":/translations/translation_de.qm");
->load(":/translations/translation_de.qm");

10. 现在，是时候给“
”项目添加一个主菜单了，并允许用户在不同
10.
it's
main
10. Now,
Now,
it's time
time to
to add
add aaHello_Qt_OpenCV
main menu
menu to
to our
our Hello_Qt_OpenCV
Hello_Qt_OpenCV project
project and
and allow
allow
the
to
switch
between
the
languages.
You
can
do
this
by
simply
rightthe users
users
to
switch
between
the
languages.
You
can
do
this
by
simply
right的语言之间切换。可以在 Qt Creator 设计模式中在窗口上单击右键并选择“ Create
clicking
on
aa
clicking
on the
the window
window in
in the
the Qt
Qt Creator
Creator Design
Design mode
mode and
and selecting
selecting Create
Create
a Menu
Bar
”来创建菜单栏。然后，在顶部菜单栏中添加一个名为“
Language
”的
Menu
Menu Bar.
Bar. Then,
Then, add
add an
an item
item called
called Language
Language to
to the
the top
top menu
menu bar.
bar. Add
Add three
three
项目。只需双击它并输入以下内容，即可在其中添加三个子项。
sub-items
to
sub-items
to itit by
by simply
simply clicking
clicking and
and typing
typing the
the following:
following:
T English
English
English
T German
German
German
T Turkish
Turkish
Turkish
现在，应该有与图 3-9 类似的主菜单。
Now,
Now, you
you should
should have
have aa main
main menu
menu that
that looks
looks similar
similar to
to this:
this:

图 3-9 主菜单界面截图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
Qt+OpenCV
Project
CreatingAt
a Comprehensive
Project
the
of
the
you
At
the bottom
bottom
ofQt+OpenCV
the Designer,
Designer,
you can
can find
find the
the action
action editor.
editor. Obviously
Obviously enough,
enough,
在设计器的底部，可以找到操作编辑器。很明显，它现在有三项，是在创建主
you
now
have
three
entries
here,
which
were
automatically
created
you now have three entries here, which were automatically created when
when you
you
菜单时自动创建的，每一项都对应于在主菜单中输入的一个语言名称。
created
the
menu.
them
corresponds
to
each
of
created
the main
main
menu. Each
Each
of
them
corresponds
tochoose
each one
one
of the
the language
language
11.
Right-click
onTurkish
Turkish
andof
select
Go
toSlot,
Slot,then
then
choose
triggered()
fromthe
thelist
list
11.
Right-click
on
and
select
Go
to
triggered()
from
names
you
entered
in
the
main
menu.
11.
在“
Turkish
”上单击右键并选择“
Go
to Slotin
”
triggered()
”，
names
you
entered
in
the
main
menu.
Chapter 22, ,Creating
CreatingOur
Our
First
and
click
onOK.
OK.
Inother
other
words
(asyou
you
learned
in，然后从列表中选择“
Chapter
First
and
click
on
In
words
(as
learned
Qt并单击“
andOpenCV
OpenCV
Project),
writethe
thefollowing
following
linesof
ofcode
code
foractionTurkish
thetriggered
triggered对象的触发槽
slotof
of
OKProject),
”
。也就是说（按第
2 章学习过的步骤）
，为
Qt
and
write
lines
for
the
slot
actionTurkishobject:
object:
theactionTurkish
the

编写下面这段代码：

[[ 121
121 ]]

void MainWindow::on_actionTurkish_triggered()
MainWindow::on_actionTurkish_triggered()
void
{{
qApp->installTranslator(turkishTranslator);
qApp->installTranslator(turkishTranslator);
}}

12.12.
Add
thefollowing
followinglines
linesfor
forthe
theactionGerman
actionGermanobject.
object.Basically,
Basically,
repeatthe
the对象的指令，
为 the
actionGerman
对象添加下面的代码行。基本上，重复
actionTurkish
12.
Add
repeat
actionTurkish
object:
instructions
but
adapt
them
for
the
instructions
but adapt them for the actionTurkish object:
但做适当修改：
void MainWindow::on_actionGerman_triggered()
MainWindow::on_actionGerman_triggered()
void
{{
qApp->installTranslator(germanTranslator);
qApp->installTranslator(germanTranslator);
}}

对 do
actionEnglish
对象执行相同操作。但是这一次，需要从应用程序中删除翻译器，
13.13.
And
dothe
thesame
samewith
with
theactionEnglish
actionEnglishobject.
object.This
Thistime,
time,you
youneed
needto
toremove
remove
13.
And
the
the
translators
from
your
application,
since
English
is
the
default
language
for
the translators from your application, since English is the default language for
our
application:
our application:
void MainWindow::on_actionEnglish_triggered()
MainWindow::on_actionEnglish_triggered()
void
{

{
void
MainWindow::on_actionGerman_triggered()
qApp->installTranslator(germanTranslator);

}{

qApp->installTranslator(germanTranslator);
}
13. And do the same with the actionEnglish object. This time, you need to re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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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lators from your application, since English is the default language for
13. And do the same with the actionEnglish object. This time, you need to remove
our application:
the translators from your application, since English is the default language for
our
application:
void
MainWindow::on_actionEnglish_triggered()
因为英语是应用程序的默认语言：

{
void
MainWindow::on_actionEnglish_triggered()
qApp->removeTranslator(turkishTranslator);
{qApp->removeTranslator(germanTranslator);
} qApp->removeTranslator(turkishTranslator);
qApp->removeTranslator(germanTranslator);
} we now have everything regarding the translation in our Qt application in
14. Well,

place,
except
we need
to make sure items on the screen are retranslated and
14.14.
Well,
we now have
everything regarding the translation in our Qt application in
好了，现在
Qt 应用程序已经具备了有关翻译的所有内容，但还需要确保能够重
changeEvent of the QMainWindow
basically
reloaded.
To
this, we
need
to use
place, except we needdo
to make
sure
items
on the
screen are retranslated and
新翻
译 并time
重 新a加translator
载 屏 幕 上is的
对 象 元or
素。
要 这 样using
做， 需
使 用 QMainWindow 类
class.
Every
installed
removed
the要
basically reloaded. To do this, we need to use changeEvent
of the QMainWindow
preceding
installTranslator
and
removeTranslator
functions,
a Language 函 数
的 changeEvent。
每 当 使 用is前installed
面 的 installTranslator
函 数the
和 removeTranslator
class.
Every time a translator
or removed using
Change
event
is sent to all windows
the application. To catch
this event,
and
installTranslator
andinremoveTranslator
functions,
a Language
preceding
来安装或删除翻译器时，都会有一个“语言更改”事件发送到应用程序的所有窗
make
sure
our
window
reloads
on
language
change,
we
need
to
override
the
Change event is sent to all windows in the application. To catch this event, and
口。若要捕获该事件，并确保窗口能够在语言更改时重新加载，需要重写程序中的
changeEvent
our program.
Simply
add the
line of code
make sure ourfunction
windowin
reloads
on language
change,
wefollowing
need to override
the to
MainWindow
class
in
the
mainwindow.h
file,
rightto
the
protected
members
of
the
changeEvent
函数。只需将下面的代码行添加到
mainwindow.h
文件中
MainWindow
changeEvent function in our program. Simply add the following line of code
closeEvent
:
after
the
point
where
you
previously
defined
class in之后：
the mainwindow.h file,
right3
the
protected members of the MainWindow
类的受保护成员中，放在前面定义的
closeEvent
Chapter
after the point where you previously defined closeEvent:
void changeEvent(QEvent *event);

15.15.
Now
addchangeEvent(QEvent
the following code
snippet
to your
mainwindow.cpp file:
void
*event);
将下面的代码段添加到
mainwindow.cpp
文件中：
void MainWindow::changeEvent(QEvent *event)
{
if(event->type() == QEvent::LanguageChange)
{
[ 122 ]
ui->retranslateUi(this);
[ 122 ]
}
else
{
QMainWindow::changeEvent(event);
}
}

上面的代码仅仅意味着如果更改事件是一个“语言更改”
，那么就重新翻译窗口。否则，
The preceding
code simply means that if the change event is a Language
Change, then
retranslate
the
window,
otherwise,
everything
should
proceed
as
it
normally
would.
一切都应该照常。retranslateUi 函数是使用 UIC 生成的（请参阅 3.1.3 节）
，它只是按照应用
The retranslateUi function is generated using UIC (refer to the UIC section in this
程序中最新安装的 QTranslator 对象来设置正确翻译的字符串。
chapter), and it simply takes care of setting the correctly translated string according to the
现在可以运行应用程序了，并尝试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切换，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个
QTranslator object in the application.
latest installed
真正的多语言应用程序。值得注意的是，在本节中所学到的知识基本上适用于所有 Qt 应用
That's it. You can now run your application and try switching between the languages. We
have程序，并且是产生多语言应用程序的标准方法。在应用程序中不同语言的更多的自定义方
made our first real multi-language application.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what you
learned
in this section basically applies to every Qt application and is the standard way of
法也遵循几乎相同的指令集，但如果是从磁盘加载这些语言，而不是使用资源文件在应用
making multi-language applications. The more customized way of having different
程序中构建语言文件，那就更好了。这在更新翻译时具有优势，甚至无须重新构建应用程
languages
in an application would follow almost the same set of instructions, but instead of
having
language files built into the application using
序就可以添加新的语言（只需添加一些代码）
。 resource files, it would be much better
if the languages are loaded from a location on the disk. This has the advantage of updating
translations and even adding new languages (with a little bit more code) without having to
3.6the 创建和使用插件
rebuild
application itself.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许多应用程序都得益于插件的强大功能，在应用程序中使用

Creating and using plugins

Using plugins in an applic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methods of extending an
application, and many of the applications that people use in their daily lives benefit from
the power of plugins. A plugin is simply a library (*.dll on Windows, *.so on Linux, and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 Qt+OpenCV Project

In this section, we will learn how to create an example application (called Image_Filter)
that simply loads and uses plugins in a specified folder on the computer. However, before
that we will learn how to create a plugin in Qt that uses both Qt and OpenCV frameworks,
since our plugin will most probably need to do some computer vision magic using the
OpenCV library. So, let's start.
First things first, we need to define a set of interfaces that are needed in order for our
application to talk to the plugin. The equivalent of interfaces in C++ are classes with pure
virtual functions. So, we basically need an interface with all of the functions that we expect
to be present in a plugin. This is how plugins are created in general, and this is how thirdparty developers can write plugins for applications developed by someone else. Yes, they
know about the interface of the plugin, and they just need to fill it with actual code that
really does something.

The interface

The interface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it would seem at first sight. Yes, it's basically a
class that does nothing, but, it lays out the sketch of all plugins needed by our application
for all time to come. So, we need to make sure all required functions are included in the
plugin interface from the beginning, otherwise, it may be close to impossible to add,
remove, or modify a function later on. Since at the moment we are dealing with an example
project, it may not seem that serious, but in a real-life project these are usually some of the
key factors that decide the extendibility of an application. So, now that we know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interfaces, we can start creating one for the purpose of our example project.
Open Qt Creator and make sure no projects are opened. Now, from the main menu, select
File /New File or Project. From the window that appears, select C++ from the list on the left
side (the one at the bottom), and then choose C++ Header File. Enter cvplugininterface,
as the name of the file and proceed until you are in the code editor mode. Change the code
to the following:
#ifndef CVPLUGININTERFACE_H
#define CVPLUGININTERFACE_H
#include <QObject>
#include <QString>
#include "opencv2/opencv.hpp"
class CvPluginInterface
{
public:
virtual ~CvPluginInterface() {}
virtual QString description() = 0;
virtual void processImage(const cv::Mat &inputImage,

[ 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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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插件

现在将使用 CvPluginInterface 接口类，创建名为 median_filter_plugin 的插件。首先从
主菜单中选择“ File ”，然后选择“ New File or Project ”。之后，选择“ Library ”和“ C++
Library ”，如图 3-10 所示。

图 3-10

新建工程项目界面的截图

一 定 要 将 类 型 选 为“ Shared Library ”， 然 后 输 入“ median_filter_plugin ” 作 为 名 称
并 单 击“ Next ”。 选 择 工 具 箱 类 型 作 为 桌 面， 并 单 击“ forward ”。 在“ Select Required
Modules ”页面中，确保只选中了“ QtCore ”，并继续单击“ Next ”（最后单击“ Finish ”），
不需要更改任何选项，直到最终进入 Qt Creator 的代码编辑器页面。
我们基本上创建了一个 Qt 插件工程项目，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插件工程项目的结
构与我们之前尝试的应用程序工程项目非常类似（除了没有 UI 文件），除了本身不
能运行之外，这是因为一个插件与一个应用程序实际上没有区别，只是不能自己
运行。
现 在， 将 前 一 步 中 创 建 的 cvplugininterface.h 文 件 复 制 到 新 创 建 的 插 件 项 目 的 文 件
夹内。然后，右键单击“ Projects ”窗体中的项目文件夹，并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Add
Existing Files ”，就可以将其添加到项目中，如图 3-11 所示。

Now, copy the cvplugininterface.h file that we created in the previous step to the
folder of the newly created plugin project. Then, add it to the project by simply rightclicking on the project folder in the Projects pane and selecting
Add Existing
Files项目
from the85
创建完整的
Qt + OpenCV
popup menu, as shown here:

我们需要告诉 Qt 这是一个插件，而不只是一个库。为此，我们需要将以下内容添加
We need to tell Qt that this is a plugin and not just any library. To do that, we need to add
*.PRO 文
中。
可 以file.
在项
目的
任add
何 地it方
添 加 它，in但the
是最
好将其
添it's
加到
TEMPLATE =
the 到
following
to 件
our
*.PRO
You
can
anywhere
project,
but
good
lib 行：
practice
to add it to the TEMPLATE = lib line:
CONFIG += plugin

Now, we need to add OpenCV to our plugin project. By now, this should be a piece of cake
to you. Simply add the following to your plugin's *.PRO file, as you did previously with
the Hello_Qt_OpenCV project:
win32: {
include("c:/dev/opencv/opencv.pri")
}

[ 128 ]

We need to tell Qt that this is a plugin and not just any library. To do that, we need to add
the following to our *.PRO file. You can add it anywhere in the project, but it's good
lib line:
practice to add 图
it to
the TEMPLATE
3-11
在“ Projects =
”窗体中的项目文件夹上单击右键后弹出的菜单截图
CONFIG += plugin

现在，我们需要将 OpenCV 添加到插件项目中，到目前为止，这些内容对你来说应该
Now, we need to add OpenCV to our plugin project. By now, this should be a piece of cake
是很简单的。正如之前在“ Hello_Qt_OpenCV ”工程项目中所做的那样，只需将下面这些
to you. Simply add the following to your plugin's *.PRO file, as you did previously with
文件中：
Hello_Qt_OpenCV*.PRO
project:
the内容添加到插件的
win32: {
include("c:/dev/opencv/opencv.pri")
}
unix: !macx{
CONFIG += link_pkgconfig
[ 128 ]
PKGCONFIG += opencv
}
unix: macx{
INCLUDEPATH += "/usr/local/include"
LIBS += -L"/usr/local/lib" \
-lopencv_wor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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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a very
good
habit
to run qmake manually whenQtyou
add some
your
*.PRO file,
当在
*.PRO
文件中添加代码，或者使用“
Creator
Maincode
Menuto”
（以及其他用户界面
or when you add a new class or Qt resource file using the Qt Creator Main Menu (and
快捷方式）添加一个新的类或 Qt 资源文件时，特别是如果注意到 Qt Creator 与工程项目内
other user interface shortcuts), especially if you notice that Qt Creator is not synchronized
with the content of your project. You can do this easily by selecting Run qmake from the
right-click menu of the Projects pane,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screen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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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不同步时，手动运行 qmake 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通过从“ Projects ”窗体的右键菜单中
选择“ Run qmake ”，就可以轻松地完成这项工作，如图 3-12 所示。

Creating
Qt+OpenCV
Project
Creating aa Comprehensive
Comprehensive
Qt+OpenCV
Project
图 3-12
在“ Projects
”窗体上单击右键后弹出的菜单界面的截图

”插件的代码了。在接
Alright, 好了，场景已经设置好了，可以开始编写第一个“
the scene
scene is
is set
set and
and we
we can
can start
start writing
writing the
the code
code for
forQt+OpenCV
our first
first Qt+OpenCV
Qt+OpenCV
plugin.
Alright,
the
our
plugin.
As you'll
you'll
see in
in the
the upcoming
upcoming chapters,
chapters, we'll
we'll add
add similar
similar functionalities
functionalities to
to our
our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下来的章节中，你会看到我们将使用插件在应用程序中添加类似的功能。这样，只需关注
As
see
using plugins;
plugins; that
that way,
way, we
we will
will only
only be
be concerned
concerned with
with developing
developing plugins
plugins instead
instead of
of
using
插件的开发，而不用为了添加的某个特性而修改整个应用程序。所以，熟悉这些步骤是非
modifying the
the whole
whole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for
for every
every single
single feature
feature that
that we
we add.
add. So,
So, it's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important
modifying
常重要的。
to be
be
familiar and
and comfortable
comfortable with
with this
this step
step of
of the
the process.
process.
to
familiar
首先打开“ median_filter_plugin.h ”文件，并做如下修改：
Start by
by opening
opening the
the median_filter_plugin.h
median_filter_plugin.h file
file and
and modifying
modifying it
it as
as follows:
follows:
Start
#ifndef MEDIAN_FILTER_PLUGIN_H
MEDIAN_FILTER_PLUGIN_H
#ifndef
#define
#define MEDIAN_FILTER_PLUGIN_H
MEDIAN_FILTER_PLUGIN_H
#include "median_filter_plugin_global.h"
"median_filter_plugin_global.h"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cvplugininterface.h"
"cvplugininterface.h"
class MEDIAN_FILTER_PLUGINSHARED_EXPORT
MEDIAN_FILTER_PLUGINSHARED_EXPORT Median_filter_plugin:
Median_filter_plugin:
class
public
public QObject,
QObject, public
public CvPluginInterface
CvPluginInterface
{
{
Q_OBJECT
Q_OBJECT
Q_PLUGIN_METADATA(IID
Q_PLUGIN_METADATA(IID "com.amin.cvplugininterface")
"com.amin.cvplugininterface")
Q_INTERFACES(CvPluginInterface)
Q_INTERFACES(CvPluginInterface)
public:
public:
Median_filter_plugin();
Median_filter_plugin();
~Median_filter_plugin();
~Median_filter_plugin();
QString
QString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void
void processImage(const
processImage(const cv::Mat
cv::Mat &inputImage,
&inputImage,
cv::Mat
&outputImage);
cv::Mat &outputImage);
};
};
#endif
#endif //
// MEDIAN_FILTER_PLUGIN_H
MEDIAN_FILTER_PLUGIN_H

Most
Most of
of the
the preceding
preceding code
code was
was automatically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generated when
when you
you created
created the
the
median_filter_plugin
project.
That
is
how
a
basic
Qt
library
class
median_filter_plugin project. That is how a basic Qt library class definition
definition looks.
looks.

Q_OBJECT
Q_PLUGIN_METADATA(IID "com.amin.cvplugininterface")
Q_INTERFACES(CvPluginInterface)
public:
Median_filter_plugin();
创建完整的 Qt + OpenCV 项目
~Median_filter_plugin();
QString description();
void processImage(const cv::Mat &inputImage,
cv::Mat &output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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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if // MEDIAN_FILTER_PLUGIN_H

Most of the
preceding code wa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when
you created the
上面的代码大部分都是在创建
median_filter_plugin
工程项目时自动生成的，这就是基
median_filter_plugin project. That is how a basic Qt library class definition looks.
本 Qt 库类定义的样子。这为构建一个有趣的插件奠定了基础。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上面的代
However, it is our additions that turn it into an interesting plugin. Let's review the
码，看看在这个类中究竟添加了什么内容：
Chapter 3
preceding
code to see what was really added to the class:
Chapter
3
1. 首先，包含了 cvplugininterface.h 头文件。
1. First, we included the cvplugininterface.h header file.
3. After
that, we added
the macros required
by Qt
so that和our
library is recognized
2. 然后，确保
Median_filter_plugin
类继承了
QObject
CvPluginInterface。
Then,
wewe
made
sure
the
Median_filter_plugin
class
inherits
QObject
and
3. 2.
After
that,
added
the
macros
required
by Qt
so that
our
library
is
recognized
as
a
plugin.
This
simply
means
the
following
three
lines
of
code
that
correspond
3. CvPluginInterface
之后，添加了 Qt 所需的一些宏，以便可以将我们的库识别为插件。这意味着三行
.
as
plugin.
This simply
means
following
of codeinthat
to,afirst
Q_OBJECT
macro,
whichthe
you
learned three
aboutlines
previously
thiscorrespond
chapter,
代码：第一个是
Q_OBJECT
宏（在本章前面学习过的）
，在默认情况下应该存在于
to,
first
Q_OBJECT
macro,
which
you
learned
about
previously
in
this
chapter,
and should exist in any Qt class by default to allow Qt specific capabilities
(such
and
should
exist
in any
QtQt
class
default to allow Qt specific
(such
Q_PLUGIN_METADATA
, which capabilities
needs to appear
as 所有
signals
slots).
Next
one
isby
Qt and
类中，以允许
特定的功能（比如信号和槽）可用；下一个是
Q_PLUGIN_
Q_PLUGIN_METADATA
, which
needs
to appear
as
signals
andinslots).
Next codes
one is of
exactly
once
the
source
a
plugin
and
is
used
to
add
meta-data
about
METADATA，需要在一个插件的源代码中刚好出现一次，用于添加关于插件的元数
exactly
onceand
in the
codes
of a plugin and
is used to
to declare
add meta-data
about
Q_INTERFACES
, is needed
the interfaces
the plugin;
thesource
last one,
据；最后一个是
Q_INTERFACES，用于声明插件中实现的接口。下面列出了需要
Q_INTERFACES
,
is
needed
to
declare
the
interfaces
the
plugin;
and
the
last
one,
implemented in the plugin. Here are the required macros:
implemented
in the plugin. Here are the required macros:
的宏：
Q_OBJECT
Q_PLUGIN_METADATA
Q_OBJECT
Q_INTERFACES
Q_PLUGIN_METADATA
Q_INTERFACES

4. Then, we added the definitions of description and processImage function to our
[ 130 函数添加到类中。与只有一个声明而没有实现
]whatand
4. Then,
we added
the we
definitions
of define
description
processImage
function to
to the
our
4. 然后，将描述的定义和
class.
This
is where
willprocessImage
really
the plugin
does, as opposed
class.
This
is
where
we
will
really
define
what
the
plugin
does,
as
opposed
to
the
interface
class where we just had a declaration and not an implementation.
的接口类相反，在这里我们将真正定义插件的功能。
class
werequired
just had changes
a declaration
andactual
not animplementation
implementation.
5. interface
Finally, we
canwhere
add the
and the
to
5.
最后，可以将所需的修改和具体实现添加到“
median_filter_plugin.cpp
”文件中。确
5. Finally,
we can add the required changes
and sure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file. Make
you add
the followingto
three
the median_filter_plugin.cpp
保在“
median_filter_plugin.cpp
”文件的底部添加下面这三个函数：
median_filter_plugin.cpp
file. Make sure you add thefile:
following three
the
functions
to the bottom of the median_filter_plugin.cpp
functions to the bottom of the median_filter_plugin.cpp file:
Median_filter_plugin::~Median_filter_plugin()
{}
Median_filter_plugin::~Median_filter_plugin()
{}
QString Median_filter_plugin::description()
{
QString
Median_filter_plugin::description()
{ return "This plugin applies median blur filters to any image."
" This "This
plugin's
goalapplies
is to make
us blur
more filters
familiartowith
return
plugin
median
any the"
image."
concept
of plugins
in to
general.";
"" This
plugin's
goal is
make us more familiar with the"
} " concept of plugins in general.";
}void Median_filter_plugin::processImage(const cv::Mat &inputImage,
cv::Mat
&outputImage)
void
Median_filter_plugin::processImage(const
cv::Mat &inputImage,
{ cv::Mat &outputImage)
{ cv::medianBlur(inputImage, outputImage, 5);
} cv::medianBlur(inputImage, outputImage, 5);
}

We just add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lass destructor: 函数和
the description
and
我们只添加了类析构函数的实现、description
processImage
函数。正如所看到
We
just add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structor: thefunction
description
processImage
functions.
As you can
see,class
the description
returnsand
useful
的，description
函数返回有关插件的有用信息，在本例中，没有复杂的帮助页面，只有几句
processImage
functions.
As you
cancase
see,no
thecomplicated
description
function
returns
information about
the plugin,
in this
help
page, but
just auseful
couple of
话。processImage
函数只是将
medianBlur
应用于图像，这已经在第
章中介绍过。
information
about
plugin,
in this
case nosimply
complicated
page, but just
a couple
processImage
function
applieshelp
medianBlur
to2the
image,of
which
sentences;
and
the the
processImage
function
simply
applies
medianBlur
to
the
image,
which
sentences;
and
the
you already
(briefly) used in Chapter 2, Creating Our First Qt and OpenCV
Project.
现在，可以在工程项目上单击右键，然后单击“Rebuild
”，或者单击主菜单的“Build
”
you already (briefly) used in Chapter 2, Creating Our First Qt and OpenCV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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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上述步骤将创建一个插件文件，通常与工程项目在同一级文件夹中，下一节将用到该
文件。这个文件夹就是构建文件夹，已经在第 2 章中介绍过了。
操作系统不同，插件文件的扩展名也可能不同。例如，Windows 系统下应该是 .dll，
macOS 和 Linux 下应该是 .dylib 和 .so，等等。

3.6.3

插件加载器和用户

现在，将使用前一节中创建的插件。首先，创建一个新的 Qt 控件应用程序（QT Widgets
Application）工程项目，并将其命名为“ Plugin_User ”。工程项目创建后，首先将 OpenCV
框架添加至 *.PRO 文件，然后继续创建一个与此类似的用户界面：
1. 显然，需要修改 mainwindow.ui 文件，以适应设计需求并设置所有的对象名称，如
图 3-13 所示。

图 3-13 “ mainwindow.ui ”文件设置界面截图

请确保使用与图 3-13 相同类型的布局。

Chapter 3

2. 接下来，将 cvplugininterface.h 文件添加到这个工程项目文件夹，然后，与创建插件
时一样，使用“
Add Existing
Files
3. Now,
we can start writing
the code
for”选项，将其添加到项目中。
our user interface along with the code
required
to load, check, and use plugins. First thing's first, add the required
3. 现在，可以开始为用户界面编写代码，以及加载、检查和使用插件所需的代码。首
headers
to the mainwindow.h
file as follows:
先在 mainwindow.h
文件中，添加所需的头文件：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QDir>
<QFileDialog>
<QMessageBox>
<QPluginLoader>
<QFileInfoList>
"opencv2/opencv.hpp"
"cvplugininterface.h"

4. Then, add a single function to the private members of the MainWindow class,
right before };, which seems like a good place:
void getPluginsList();

#include <QFileDialog>
<QPluginLoader>
#include <QMessageBox>
<QMessageBox>
#include
<QFileInfoList>
#include <QPluginLoader>
<QPluginLoader>
#include
"opencv2/opencv.hpp"
#include <QFileInfoList>
<QFileInfoList>
#include
"cvplugininterface.h"
#include
"opencv2/opencv.hpp"
#include "opencv2/opencv.hpp"
#include
"cvplugininterface.h"
创建完整的
Qt + OpenCV
项目
#include
"cvplugininterface.h"
4. Then,
add a single
function to the private members
of the MainWindow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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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ch
seemstolike
good place:
right
4. Then,
Then,before
add aa };
single
function
theaprivate
private
members of
of the
the MainWindow
MainWindow class,
class,
4.
add
single
function
to the
members
};,, which
which seems
seems like
like aa good
good place:
place:
right
before
};
right
before
void
getPluginsList();
4. 然后，在“
}; ”之前，将下面函数添加为
MainWindow 类的私有成员：

void
getPluginsList();
void
getPluginsList();
5. Now,
switch
to mainwindow.cpp and add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 to the top of
the
file,
right
after
any existing #include
5. Now,
Now,
switch to
to mainwindow.cpp
mainwindow.cpp
and add
addlines: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
definition
to the
the top
top of
of #include
5. 现在，切换到
mainwindow.cpp
文件，在
mainwindow.cpp
文件的顶部已有的
5.
switch
and
the
following
to
#include
lines:
the
file,
right
after
any
existing
lines:
the代码行之后，添加以下定义：
file, rightFILTERS_SUBFOLDER
after any existing #include
#define
"/filter_plugins/"
#define
FILTERS_SUBFOLDER
"/filter_plugins/"
#define
FILTERS_SUBFOLDER
6. Then,
add the
following function"/filter_plugins/"
to mainwindow.cpp, which is basically the
getPluginsList
functi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6.
然后，将以下函数添加到
mainwindow.cpp，这基本上是
getplugin
函数的实现：
6. Then,
Then, add
add the
the following
following function
function to
to mainwindow.cpp
mainwindow.cpp
which
is basically
basically
the
6.
,, which
is
the
getPluginsList
functi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etPluginsList function:
void MainWindow::getPluginsList()
{
void
MainWindow::getPluginsList()
void
MainWindow::getPluginsList()
QDir
filtersDir(qApp->applicationDirPath() +
{
{
FILTERS_SUBFOLDER);
QDir filtersDir(qApp->applicationDirPath()
filtersDir(qApp->applicationDirPath()
QDir
++
QFileInfoList
filters = filtersDir.entryInfoList(
FILTERS_SUBFOLDER);|
FILTERS_SUBFOLDER);
QDir::NoDotAndDotDot
QFileInfoListQDir::Name);
filters == filtersDir.entryInfoList(
filtersDir.entryInfoList(
QFileInfoList
filters
QDir::Files,
QDir::NoDotAndDotDot
QDir::NoDotAndDotDot
||
foreach(QFileInfo
filter,
filters)
QDir::Name);
QDir::Files,
{QDir::Files, QDir::Name);
foreach(QFileInfo
filter, filters)
filters)
foreach(QFileInfo
filter,
if(QLibrary::isLibrary(filter.absoluteFilePath()))
{
{
if(QLibrary::isLibrary(filter.absoluteFilePath()))
if(QLibrary::isLibrary(filter.absoluteFilePath()))
QPluginLoader
pluginLoader(
{
{
filter.absoluteFilePath(),
QPluginLoader
pluginLoader(
QPluginLoader
pluginLoader(
this);
filter.absoluteFilePath(),
filter.absoluteFilePath(),
if(dynamic_cast<CvPluginInterface*>(
this);
this);
pluginLoader.instance()))
if(dynamic_cast<CvPluginInterface*>(
{if(dynamic_cast<CvPluginInterface*>(
pluginLoader.instance()))
pluginLoader.instance()))
ui->filtersList->addItem(
{{
filter.fileName());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ui->filtersList->addItem(
Qt+OpenCV
Project
ui->filtersList->addItem(
pluginLoader
filter.fileName());
filter.fileName());
.unload();
// we can unload for now
pluginLoader
pluginLoader
}}
.unload(); //
// we
we can
can unload
unload for
for now
now
.unload();
else
else
[
133
]
{{
QMessageBox::warning(
QMessageBox::warning(
133 ]]
[[ 133
this,
this, tr("Warning"),
tr("Warning"),
QString(tr("Make
QString(tr("Make sure
sure %1
%1 is
is aa correct"
correct"
"" plugin
plugin for
for this
this application<br>"
application<br>"
"and
"and it's
it's not
not in
in use
use by
by some
some other"
other"
""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arg(filter.fileName()));
.arg(filter.fileName()));
}}
}}
else
else
{{
QMessageBox::warning(this,
QMessageBox::warning(this, tr("Warning"),
tr("Warning"),
QString(tr("Make
QString(tr("Make sure
sure only
only plugins"
plugins"
"" exist
exist in
in plugins
plugins folder.<br>"
folder.<br>"
"%1
"%1 is
is not
not aa plugin."))
plugin."))
.arg(filter.fileName()));
.arg(filter.fileName()));
}}
}}
if(ui->filtersList->count()
if(ui->filtersList->count() <=
<= 0)
0)
{{
QMessageBox::critical(this,
QMessageBox::critical(this, tr("No
tr("No Plugins"),
Plugins"),
tr("This
tr("This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cannot
cannot work
work without
without plugins!"
plugins!"
"<br>Make
"<br>Make sure
sure that
that filter_plugins
filter_plugins folder
folder exists
exists ""
"in
"in the
the same
same folder
folder as
as the
the application<br>and
application<br>and that
th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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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tring(tr("Make sure only plugins"
QMessageBox::warning(this,
" exist in plugins tr("Warning"),
folder.<br>"
QString(tr("Make
only plugins"
"%1 is not a sure
plugin."))
".arg(filter.fileName()));
exist in plugins folder.<br>"
"%1
is not a plugin."))
}
.arg(filter.fileName()));
}第 3 章
}
}if(ui->filtersList->count() <= 0)

{
if(ui->filtersList->count()
<= tr("No
0)
QMessageBox::critical(this,
Plugins"),
{ tr("This application cannot work without plugins!"
QMessageBox::critical(this,
tr("No Plugins"),
"<br>Make sure that filter_plugins
folder exists "
tr("This
application
cannot
work without plugins!"
"in the same
folder as
the application<br>and
that "
"<br>Make
filter_plugins
folder
exists "
"there aresure
somethat
filter
plugins inside
it"));
"in
the same folder as the application<br>and that "
this->setEnabled(false);
} "there are some filter plugins inside it"));
} this->setEnabled(false);
}
}
Let's first see what this function does. The preceding function, which we will call

in the constructor of the MainWindow class:
Let's
first see what this function does. The preceding function,
which we类的构造函数中调
will call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函数实现了什么功能。我们将在
MainWindow
in
the
constructor
of
the
MainWindow
class:
Chapter 33
Chapter
First of all, assumes that there are plugins existing in a subfolder called
用上面的函数，下面分析这个函数：

filter_plugins
, and this subfolder is in 的子文件夹中存在插件，这个子文件夹与应用
the same folder with the application
T of
首先，假设在一个名为
First
all, assumes that therefilter_plugins
are plugins existing in a subfolder called
executable.
(Later
on,
we'll
need
to
manually
create
this folder
inside
the
build3
Next,
uses the
the
entryInfoList
function
of
the QDir
QDir
class
to
Chapter
filter_plugins
, and
this subfolderfunction
is in the稍后，将需要在这个工程项目的构建文件夹
same
folder
withto
the application
Next,
itit uses
entryInfoList
of
the
class
程序可执行文件在同一个文件夹中。(
folder
of
this
project
and
then
copy
the
plugin
we
built
in
the
previous
step
into
extract QFileInfoList
QFileInfoList
fromto
the
folder. The
The
QFileInfoList
class
itself
is3
executable.
(Later on, we'll need
manually
create
this folder inside
the
build
Chapter
extract
from
the
folder.
QFileInfoList
class
itself
is
中手动创建
filter_plugins
子文件夹，然后将前一步中创建的插件复制到这个新创建
this
newly
created
folder.)
Following
is
used
to
get
a
direct
path
to
the
filters
QList
class
that
contains
QFileInfo
items
(
QList<QFileInfo>
basically
a
folder
of this
and
the plugin
built
in the
previous step into),),
QList
classthen
thatcopy
contains
QFileInfo
(to
QList<QFileInfo>
basically
aproject
Next,
it uses
the
entryInfoList
function
of thewe
QDiritems
class
plugin
subfolder:
的文件内。)
使用下面代码获取滤波器插件子文件夹的直接路径：
thisand
newly
created
folder.)
Following
isinformation
used to get aabout
directaapath
to the
filtersIn
QFileInfo
item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file on
on
the disk.
disk.
In this
this
and
each
item
provides
file
each
extract
from
the
folder. The
QFileInfoList
class itself
is
Next,
it QFileInfoList
uses
theQFileInfo
entryInfoList
function
of the
QDir class to
plugin
subfolder:
case,
each file
file will
will be
be aa plugin.
plugin.
case,
each
qApp->applicationDirPath()
+
FILTERS_SUBFOLDER
contains
QFileInfo
items (QList<QFileInfo>
basically
a QList class that
extract
QFileInfoList
from
the folder.
The QFileInfoList
class itself is ),
foreach
loop,
it checks
checks
each file
file
After
that, by
by
iterating
over the
theQFileInfo
list of
of files
files in
in
a foreach
loop,
itdisk.
After
that,
iterating
over
list
a
QFileInfo
item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a
file
on
theQFileInfoList。QFileInfoList
In this
and each
QList
class
that
contains
items
(
QList<QFileInfo>
),each
basically
a
+ FILTERS_SUBFOLDER
TinqApp->applicationDirPath()
接下来，使用
QDirto类的
entryInfoList
函数从文件夹中提取
the
plugins
folder
make
sure
only
plugin
(library)
files
are
accepted,
use
the
in
the
plugins
folder
to
make sure
only plugin
(library)
files
accepted,
case,each
each
file
will be
a plugin.
QFileInfo
item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a file on
theare
disk.
In this use the
and
类本身是一个包含
QFileInfo
项（QList<qﬁleinfo>）的
QList
类，并且每一个
QFileInfo
following
function:
following
function:
case,
be a plugin.
Aftereach
that,file
by will
iterating
over the list of files in a foreach loop, it checks each file
项都提供了磁盘上一个文件的相关信息。在本例中，每个文件都是一个插件。
[ 134
]in a foreach
in thethat,
plugins
folder toover
make
plugin
(library) files
accepted,
use
the
loop,are
it checks
each
file
After
by iterating
thesure
list only
of
files
QLibrary::isLibrary
QLibrary::isLibrary

following
function:
之后，通过一个
foreach
in
theTplugins
folder to make
sure循环遍历文件列表，检查插件文件夹中的每个文件，以确
only
(library) files are accepted, use the
[ 134plugin
]
Eachfunction:
library file
file that
that passes
passes the
the previous
previous step
step then
then is
is checked
checked to
to make
make sure
sure that
that itit
Each
library
following
保只接受插件（库）文件，使用下面这个函数：
QLibrary::isLibrary
is compatible
compatible
with our
our plugin
plugin interface.
interface. We
We will
will not
not just
just let
let any
any library
library file
file be
be
is
with
QLibrary::isLibrary
accepted
as aa plugin,
plugin, so we
we use
use the
the following
following code
code for
for this
this purpose.
purpose.
as
Eachaccepted
library file
that passessothe
previous
step then is checked
to make sure that it
T
检查通过前一步骤的每个库文件，确保其与插件接口兼容。不会直接让任何一个库
is compatible
with
plugin
not
let any
librarysure
file that
be it
Each
library
file
thatour
passes
theinterface.
previous We
stepwill
then
is just
checked
to make
dynamic_cast<CvPluginInterface*>(pluginLoader.instance())
dynamic_cast<CvPluginInterface*>(pluginLoader.instance())
accepted
as
a
plugin,
so
we
use
the
following
code
for
this
purpose.
is compatible
with our plugin interface. We will not just let any library file be
文件作为一个插件被接受，所以使用下面的代码实现这个目的：
If aa library
library
passes
the
test
in
the
previouscode
step,for
then
is considered
considered to
to be
be aa correct
correct
If
passes
previous
step,
then
is
accepted
as
a plugin,
sothe
we test
use in
thethe
following
thisititpurpose.
dynamic_cast<CvPluginInterface*>(pluginLoader.instance())
plugin
(compatible
with
CvPluginInterface
),
added
to
the
list
widget
in
our
plugin (compatible with CvPluginInterface), added to the list widget in our
dynamic_cast<CvPluginInterface*>(pluginLoader.instance())
window,
and
then
unloaded.
We
can
simply
reload
and
use
it
whenever
we
need.
window,
andthe
then
unloaded.
We canstep,
simply
reload
and use it whenever
we need.
T
如果一个库在上一步通过了测试，那么就认为它是正确的插件（与
CvPluginInterface
If a library
passes
test
in the previous
then
it is considered
to be a correct
istoused
used
to show
show
useful
At(compatible
each step,
step, ififwith
thereCvPluginInterface
is aa problem,
problem, QMessageBox
useful
At
each
is
), added
the to
list
widget
our
Ifplugin
a library
passes
thethere
test in
the previousQMessageBox
step, then
it isisconsidered
to be
aincorrect
兼容）
，并在窗口中添加到列表控件并其卸载。我们只是在需要的时候重新加载并使
information
to
the
user.
Also,
in
the
end
if
the
list
is
empty,
meaning
there
are no
no
information
to
the
user.
Also,
in
the
end
if
the
list
is
empty,
meaning
there
are
window,
and then unloaded.
We can simply reload
andtouse
itlist
whenever
we
need.
plugin
(compatible
with
CvPluginInterface
),
added
the
widget
in
our
用它。
plugins
to be
be used,
used, the
the widgets
widgets on
on the
the window
window are
are disabled
disabled and
and the
the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is
is
plugins
to
window,
and then
unloaded.
We can
simply reload
it whenever
QMessageBox
is and
useduse
to show
useful we need.
At each step,
if there
is a problem,
not上述步骤中，只要有一个步骤有问题，将通过
usable.
T
QMessageBox
为用户显示有用的信
not
usable.
information
the user.
in the
end if the listisisused
empty,
meaning
there are no
QMessageBox
to show
useful
At
each step, to
if there
is a Also,
problem,
息。而且，如果最后列表是空的，也就是说没有可用的插件，此时窗口上的控件是
plugins
to
be
used,
the
widgets
on
the
window
are
disabled
and
the
application
is
information
to
the
user.
Also,
in
the
end
if
the
list
is
empty,
meaning
there
are no
Don't forget
forget to
to call
call this
this function
function from
from the
the MainWindow
7. Don't
MainWindow constructor,
constructor, right
right
after
7.
after
not usable.
plugins
to
be
used,
the
widgets
on
the
window
are
disabled
and
the
application
is
禁用的，应用程序也不可用。
setupUi call.
call.
the setupUi
the
not usable.
7.
不要忘记从
MainWindow
的构造函数调用这个函数，在
setupUi
调用之后。
We
alsoto
need
to
write
the code
code
for
8. We
inputImgButton
which
isright
used
to open
open an
an
also
need
write
the
for
8.
inputImgButton
,, which
is
used
to
forget
call to
this
function
from
the
7. Don't
MainWindow constructor,
after
image
file.
Here
it
is:
image
file.
Here
it
is:
8.
此外，还需要为
inputImgButton
编写代码，用于打开一个图像文件：
setupUi
call.
the
7. Don't forget to call this function from the MainWindow constructor, right after

WesetupUi
alsovoid
needcall.
to write the code for inputImgButton, which is used to open an
8. the
void
MainWindow::on_inputImgButton_pressed()
MainWindow::on_inputImgButton_pressed()
image
file.
Here
it is: the code for inputImgButton, which is used to open an
{
8. We also {need to write
QString
fileName ==
QString
image file. Here it is:fileName
void MainWindow::on_inputImgButton_pressed()
QFileDialog::getOpenFileName(
QFileDialog::getOpenFileName(
{
this,
this,
void
MainWindow::on_inputImgButton_pressed()
fileName Input
=
tr("Open
Input
Image"),
Image"),
{ QString tr("Open
QFileDialog::getOpenFileName(
QDir::currentPath(),
QDir::currentPath(),
QString
fileName =
this,tr("Images")
tr("Images") ++ "" (*.jpg
(*.jpg *.png
*.png *.bmp)");
*.bmp)");
QFileDialog::getOpenFileName(
tr("Open
Input Image"),
if(QFile::exists(fileName))
if(QFile::exists(fileName))
this,
QDir::currentPath(),
{{
tr("Open
Input Image"),

the setupUi call.
8. We also need to write the code for inputImgButton, which is used to open an
image file. Here it is:
void MainWindow::on_inputImgButton_pressed()
创建完整的 Qt + OpenCV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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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String fileName =
QFileDialog::getOpenFileName(
this,
tr("Open Input Image"),
QDir::currentPath(),
tr("Images") + " (*.jpg *.png *.bmp)");
if(QFile::exists(fileName))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
Qt+OpenCV Project
{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
Qt+OpenCV Project
ui->inputImgEdit->setText(fileName);
}
We have seen this code before and it needs no explanations. It simply allows you
}

to open
image
and
make
sure
it is correctly
selected. It simply allows you
We
havean
seen
this file
code
before
and
it needs
no explanations.
to
open
an
image
file
and
make
sure
it
is
correctly
selected.
之前已经见过这个代码，因此不需解释。它只是用于打开图像文件，并确保正确选中
9.
Now, we will write the code for helpButton, which will display the resul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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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件。
description
function
in code
the plugin:
9. Now,
we will
write the
for helpButton, which will display the result of
description
function
in
the
plugin:
9. 现在，要为 helpButton 编写代码，它将显示插件中描述函数的结果：
void MainWindow::on_helpButton_pressed()
{
void
MainWindow::on_helpButton_pressed()
{ if(ui->filtersList->currentRow() >= 0)
{if(ui->filtersList->currentRow() >= 0)
{ QPluginLoader pluginLoader(
qApp->applicationDirPath()
QPluginLoader
pluginLoader( +
FILTERS_SUBFOLDER +
qApp->applicationDirPath()
+
ui->filtersList->currentItem()->text());
FILTERS_SUBFOLDER
+
CvPluginInterface *plugin =
ui->filtersList->currentItem()->text());
dynamic_cast<CvPluginInterface*>(
CvPluginInterface
*plugin =
pluginLoader.instance());
dynamic_cast<CvPluginInterface*>(
if(plugin)
pluginLoader.instance());
{
if(plugin)
{ QMessageBox::information(this, tr("Plugin Description"),
plugin->description());
QMessageBox::information(this,
tr("Plugin Description"),
}
plugin->description());
}else
{
else
{ QMessageBox::warning(this, tr("Warning"),
QString(tr("Make sure plugin
%1" " exists and is usable."))
QMessageBox::warning(this,
tr("Warning"),
.arg(ui->filtersList->currentItem()->text()));
QString(tr("Make sure plugin %1" " exists and is usable."))
}
.arg(ui->filtersList->currentItem()->text()));
} }
}else
{
else
{ QMessageBox::warning(this, tr("Warning"), QString(tr("First
select a filter" " plugintr("Warning"),
from the list.")));
QMessageBox::warning(this,
QString(tr("First
}
select a filter" " plugin from the list.")));
}}

}

We use the QPluginLoader class to correctly load a plugin from the list, then get
在这里，使用
QPluginLoader
类从列表中正确加载插件，然后使用实例函数获得它的一
an
of
it using the instance
finally,
we from
will call
We instance
use the QPluginLoader
class tofunction,
correctlyand
load
a plugin
the the
list,function
then get
in
the
plugin
via
the
interface.
an instance of it using the instance function, and finally, we will call the function
个实例，最后，通过接口调用插件中的函数。
in the plugin via the interface.
10.The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
filterButton。唯一不同的是，这次将调用实际的滤波函数，如
10.
same logic also applies
to filterButton.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this
time,
we
will
call
the
actual
filtering
function,.which
is shown
here:is that this
10. The
filterButton
The only
difference
same logic also applies to
下所示：
time, we will call the actual filtering function, which is shown here:
void MainWindow::on_filterButton_pressed()
{
void
MainWindow::on_filterButton_pressed()
{ if(ui->filtersList->currentRow() >= 0 &&
if(ui->filtersList->currentRow()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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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inputImgEdit->text().isEmpty())
{
QPluginLoader pluginLoader(qApp->applicationDirPath() +
FILTERS_SUBFOLDER +
ui->filtersList->currentItem()->text());
CvPluginInterface *plugin =
dynamic_cast<CvPluginInterface*>(
pluginLoader.instance());
if(plugin)
{
if(QFile::exists(ui->inputImgEdit->text()))
{
using namespace cv;
Mat inputImage, outputImage;
inputImage = imread(ui->inputImgEdit->
text().toStdString());
plugin->processImage(inputImage, outputImage);
imshow(tr("Filtered Image").toStdString(),
outputImage);
}
else
{
QMessageBox::warning(this,
tr("Warning"),
QString(tr("Make sure %1 exists."))
.arg(ui->inputImgEdit->text()));
}
}
else
{
QMessageBox::warning(this, tr("Warning"),
QString(tr(
"Make sure plugin %1 exists and is usable." ))
.arg(ui->filtersList->currentItem()->text()));
}
}
else
{
QMessageBox::warning(this, tr("Warning"),
QString(tr( "First select a filter plugin from the list." )));
}
}

通过使用 QMessageBox 或其他类型的信息提供功能，始终让用户了解正在发生的事
情以及提醒可能发生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如所见，它们通常比正在执行的实际
任务需要占用更多的代码，但这对于避免应用程序中的崩溃是至关重要的。默认情
况下，Qt 不支持异常处理，并且相信开发人员会使用足够的 if 和 else 指令来处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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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的崩溃场景。前面示例代码中另外一个要重点注意的是
tr 函数，请记住，总

是用它来表示文字字符串。这样，以后就可以轻松地使应用程序支持多语言。即使
目标不是支持多语言，但是习惯将 tr 函数添加到字符串中是很好的习惯，没有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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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准备好运行 Plugin_User 应用程序。如果现在运行它，将会看到一个错误消
息，会警告我们说：“这里没有插件。”为了能够使用 Plugin_User 应用程序，需要完成以下
工作：
1. 在 Plugin_User 工程项目的构建文件夹中创建一个名为“ filter_plugins ”的文件夹。
这是创建工程项目可执行文件的文件夹。
2. 复制我们构建的插件文件（它是 median_filter_plugin 工程项目的构建文件夹内的库
文件），并将其粘贴到第一步的 filter_plugins 文件夹中。如前所述，插件文件和可执
行程序一样，将根据操作系统有一个扩展名。
现在，尝试运行 Plugin_User，一切都应该没问题。应该能看到列表中有一个插件，选
择它，点击“ help ”按钮获取有关信息，然后点击“ filter ”按钮，对一个图像应用插件中
的滤波器，如图 3-14 所示。

图 3-14

单击“ filter ”按钮，在图像中应用插件中的滤波器界面截图

尝试创建另一个名为“gaussian_filter_plugin ”的插件，并遵循与“median_filter_plugin ”
完全相同的指令集。不同的是，这一次使用在第 2 章中介绍的 gaussianBlur 函数。然后，构
建它并将其放入“ filter_plugins ”文件夹，并再次运行“ Plugin_User ”应用程序。另外，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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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放置一些随机库文件（和其他非库文件）来测试我们在这些场景中编写的应用程序。
这里需要重点注意的一点是，必须确保在发布模型下构建的应用程序不能使用在
调试模式下构建的插件，反之亦然。还有其他一些适用于加载插件的重要规则，
例如，使用 Qt 的较高版本构建的插件不能应用于使用 Qt 的较低版本构建的应用
程序，使用 Qt 较低的主版本号构建的插件不能应用于使用 Qt 较高的主版本号
构建的应用程序。请参阅在 Qt 文档或 Qt Creator 帮助模式中的文章“ Deploying
Plugins ”，以获得有关插件及其用法的最新信息。

3.7

创建基础
在本章学到的所有内容都是为开始构建一个完整的计算机视觉应用程序做准备，该应

用程序将完成以下工作：
T 使用插件来扩展其功能
T 使用 Qt 样式表来定制其界面的外观
T 支持多种语言
因此，从现在开始，基于在本章和前几章学习过的内容，我们将为应用程序创建基础，
例如：
T 应用程序将能够保存并加载所有用户的首选项与设置，将使用已学过的 QSettings
类来实现它。
T 最好有一个统一的 Qt 样式表，负责处理应用程序整体界面的外观。此外，最好能
够从磁盘上加载而不是将其嵌入到应用程序中。
为实现这一点，我们将简单地假设应用程序有一个原生的外观，除非用户从应用
程序的设置页面中手动选择一个主题，否则外观不变。主题将是 Qt 样式表，保存
在一个名为“ themes ”的文件夹中，该文件夹位于应用程序可执行文件所在的文
件夹中，样式表文件的扩展名是 thm。选择的主题（或更确切说是样式表）将在运
行时从磁盘加载。
T 支持多种语言至关重要。这样，只需创建一个允许扩展支持语言的应用程序，而不
需重新构建应用程序。
这可以通过将 Qt 二进制语言文件放入应用程序可执行文件所在的相同文件夹内的
languages 文件夹中来实现。可以使用系统默认的语言并加载用户语言（如果有它
的翻译和二进制语言文件）；否则，可以加载默认语言，如英语。还可以允许用户
在运行时通过从设置页面中选择来更改应用程序的语言。

创建完整的 Qt + OpenCV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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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我们将构建一个支持处理单个图像和视频帧的计算机视觉应用程序。
为达该目的，需要构建一个插件接口，以图像作为输入并产生输出，它与在本章
中看到的 CvPluginInterface 非常相似。然后，按照与本章介绍的几乎一样的方式，
加载和使用这些插件。假定插件位于应用程序可执行文件所在的文件夹内，一个
名为 cvplugins 的文件夹中。
除此之外，还需要考虑计算机视觉应用程序可能面临的一些障碍。在构建应用程序时，
始终保持前瞻性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可能会陷入一种没有出路的尴尬境地。因此，在这
里将其总结如下：
T 在 我 们 的 应 用 程 序 中， 将 不 断 地 处 理 图 像 和 视 频。 其 输 入 不 仅 来 自 文 件， 还 包
括来自相机或网络（例如，互联网）的馈送通道，我们将在第 4 章中学习这部分
内容。
T 一个涉及计算机视觉的应用程序，如果没有合适的工具来查看和处理图像，那就没
有任何意义了。这部分内容及其相关内容将在第 5 章进行详细介绍。
T 之后，第 9 章将开发能够处理视频的计算机视觉应用程序，这意味着处理对象不再
是单张图像，而是一组连续的图像 ( 即帧 )。这显然不能用在本章中看到的插件接
口来实现，因此，将需要创建可在单独的线程中工作的插件。我们将把这个主题留
到第 8 章中进行介绍，到时你将会学习 Qt 中的并行处理机制。之后，将能够创建
一个适合于视频处理的新插件接口，并在应用程序中使用它。
现 在， 可 以 开 始 使 用 Qt Creator 创 建 一 个 Qt 控 件 应 用 程 序， 并 将 其 命 名 为
“ Computer_Vision ”。我们将不断地扩展这个应用程序，直至第 9 章结束，沿着这条主线
我们将向你介绍所有涉及的新概念。利用本章和前几章所学内容，你应该能够自己创建上
述基础列表中的前三项（支持主题、语言和插件），并且强烈建议你尝试着这样做一下。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扩展这个基础应用程序。稍后，在第 5 章结束时，会为你提供
一个链接，通过该链接可以下载全部“ Computer_Vision ”基础工程项目。这个基础工
程项目包含一个 MainWindow 类，能够加载并显示包含一个图形用户界面的插件。在这
个工程项目中，还可以找到一个插件接口（和本章看到的类似），但增加了用于以下操作
的函数：
T 获得插件的标题。
T 获取插件的描述（帮助）信息。
T 获取插件特有的 GUI（Qt 容器控件）。
T 获取插件的类型，无论是处理并返回任意图像，还是简单地显示其 GUI 中的信息。
T 将图像传递给插件并得到结果。
这个基础工程项目的源代码将包含与在本章中相似的用于设置样式、更改语言等的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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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在作为一名开发人员或研究人员的职业生涯中，会经常碰到可持续这个词。本章的目

的是大体介绍创建可持续应用程序的基本概念，尤其介绍了使用 Qt 和 OpenCV 构建一个计
算机视觉应用程序。你现在已经了解了插件的创建，这意味着可以创建一个应用程序，这
个应用程序可以用由第三方开发人员（当然也可以是你本人）构建的可重用库进行扩展，而
不需要重新构建核心应用程序。在本章中，还学习了如何定制 Qt 应用程序的界面外观和创
建支持多语言的 Qt 应用程序。
本章内容较多，但回报丰富。如果已经按照说明指南一步一步地完成每个示例，那么
现在应该对使用 Qt 框架进行跨平台应用程序开发的一些最关键技术非常熟悉了。在本章
中，你学习了 Qt 中的样式和样式表，以及它在开发美观的应用程序所提供的一些重要作
用。接着，继续学习如何创建多语言应用程序。在一个全球化的社区中，在应用程序（通过
在线应用商店等）可以到达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时代，大多数情况下构建支持多种语言的应用
程序不仅仅是首选项，而且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在学习了多语言应用程序开发之后，我们
继续讨论插件的主题，并通过一个实际的例子学习了与此有关的所有基础知识。我们创建
的项目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包含了构建插件以及使用它们的应用程序的所有重要内容。
在第 4 章中，将学习有关 OpenCV Mat 和 QT QImage 的类（以及相关的类），这些类是
这两个框架用来进行图像数据处理的主要类。你将学习各种不同的图像处理方法，包括（从
文件、照相机等）读写图像以及相互转换，最后在 Qt 应用程序中显示。到目前为止，我们
利用 OpenCV 的 imshow 函数在默认窗口中显示图像处理结果。学习完第 4 章，这些都不再
是问题。在第 4 章中，将学习如何将 OpenCV Mat 转换成 QImage 类，然后在 Qt 控件上正
确显示它。

